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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C O  AWA R D

「科文共裕」的設獎精神

基金會成立的九○年代，適值國際間高科技競速發展時期，

先進各國政府及大企業均投入龐大經費支持科技研發，但當

時臺灣中小企業偏重製造的經濟型態，使臺灣企業投入研發

的經費遠不如歐美及日韓，而政府給予研發人才的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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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較不易獲得學術榮譽的青睞。因此，東元集團以「培育科技

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捐助設立東

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邀請關心社會發展的專業人士組成董事

會，並於 1993 年成立之初，即設置「東元科技獎」，希望獎

勵對臺灣科技研發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喚起社會各界重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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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進人文生活的調適，從第六屆起，以增設「人文類獎」的行

動，呼籲各界重視科技人文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觀念，並以

建構「科文共裕」的進步社會為願景，經過董事會多次的研

討辯論後，在第十一屆正式更名為「東元獎」。

歷二十七屆獎勵 155 位社會標竿

「東元獎」初期甄選表揚電機、機械、資訊三大領域的一流

科技人才，每獎項頒發新臺幣五十萬元。第六屆起增設「其

他科技類」及「人文類」獎，並將獎金提高為六十萬元。第

十九屆起科技領域整合為「電機／資訊／通訊、機械／能源

／環境、化工／材料、生醫／農業」四大類，亦即以十個項

目，含括所有的科技研究領域，讓所有科研人士皆有機會獲

得肯定與獎勵。二十七年來，獲頒「東元獎」榮耀的科技領

域人士達一百二十三人，頒發獎金達 6,700 萬元。另外，人

文類獎在同一個領域中，因面向廣泛，默默耕耘不求聞達者

眾，形成申請推薦數量品質不易確保、評審共識不易達成等

困境，因此第十三屆起，將人文類獎從公告推薦改以成立遴

選委員會的方式，遴選長期致力於文化藝術、社會服務、國

土保育、能源耗竭、生態復育、地球永續等領域，具有特殊

貢獻的人士，歷二十二屆，獲得獎勵與肯定的人士達三十二

人，累計頒發獎金 1,530 萬元整。

每獎項五十萬元獎金，在二十七年前創下臺灣企業提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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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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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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夜以繼日的努力，忍受無數挫折與寂寞，常常無法兼顧家

庭，設定高額度的獎金是我們的心意，能讓研發者的家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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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八十萬元

整，每年頒發總獎金為新臺幣四百萬元整。「東元獎」從

1994 至 2020 年共舉辦二十七屆，得獎人共計一百五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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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評審委員，九月確定得獎名單，十一月初舉行頒獎典禮。

二十七年來的持續設獎，科技與人文領域頒發總獎金累計超

過新臺幣 8,230 萬元，評審委員會 2017 年起由總召集人徐爵

民先生領軍，公平、公正、公開、專業的堅強陣容，以及歷

屆備受尊崇的得獎人名單，不僅榮耀「東元獎」，且為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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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的標竿。

追求精緻隆重的頒獎典禮

為讓「東元獎」得主倍感榮耀，基金會辦理頒獎典禮力求精

緻隆重，除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最高研究機關首長或國家元

首擔綱頒獎人之外，並接受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的建議，

安排得獎人伉儷聯袂上臺受獎。每屆頒獎典禮進行前夕至少進

行三次沙盤推演，工作人員及嚴選的專業司儀皆必需參與工

作協調，從進場音樂、燈光、典禮架構、程序、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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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屆起，安排專業的文字工作者與攝影師進行專訪與拍攝，務

以最嚴謹的精神，報導得獎人精彩的人生經驗、成就歷程與

研究成果，讓得獎人的典範與影響力可以最大化。頒獎之外，

結合人文類得獎人的作品，或是為豐富人文生活，舉辦音樂

會、歌仔戲、兒童劇、電影、戲劇欣賞、演講會等，基金會

的標竿計畫「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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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讓原本較冷調的科技獎頒獎典禮，

增添濃厚溫馨的人文氛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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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有多位得獎人都肯定說：「東元獎頒獎典禮是我參加過

最隆重、最榮耀、最感動、也最回味無窮的經驗。」。

設獎精神的延伸－

東元「Green Tech」國際創意競賽

「東元獎」因定位為「終身成就獎」，獲獎人均為資深研究

者，為獎勵年輕科研人才，基金會另於 2006 年起，採納「東

元獎」評審委員會的建議，針對大學青年以競賽形式設立「東

元科技創意競賽」，設置元年，以「機器人」為競賽主題，

2008 年起著眼於能源耗竭、全球暖化及人類永續的問題，改

以「Green Tech」為主題，首開國內大學及技職師生節能減碳

的科研風氣，並受到國際學術與教育界的重視，2010 年起增

設「國際賽」，邀請國際頂尖大學師生組隊參賽，截至 2019

參賽的團隊涵蓋歐亞美等國家，舉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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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赴臺灣參加國際

競賽，可以說都是國際最頂尖的節能減碳研究團隊 ; 決賽現

場的簡報、技術實作等皆開放觀摩切磋，積極成功的為臺灣

建立了科技與學術教育的國際交流平臺。以競賽推動節能減

碳，關注人類福祉的活動規畫精神，一直都是基金會掌握科

技脈動精準的選擇，也是「東元獎」科文共裕服務社會人群

等設獎精神的延伸。

Green Tech 國際創意競賽截至 2019 年，已舉辦十二年，累計

參賽人數超過一萬人，獲獎作品國內外累計亦達四百件以上，

2020 年因 COVID-19 全球疫情嚴峻而暫停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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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大願．百家爭鳴
寫在東元獎第二十七屆頒獎典禮

年初，當各界以滿滿的祝福熱切的迎來 2020 年的時刻，讓全

球陷入各種折磨的 COVID-19 排山倒海而來，威脅生命的恐慌、封

城、鎖國、鎔斷、經濟停擺等，對全球產業的衝擊毫不留情面且

快速的蔓延開來。台灣雖是個島國，但是產業等經濟活動與世界

“氣息＂相通，這個“國際脈動＂自然直接產生嚴重的衝擊，尤

其是非營利事業組織首當其衝。特別感謝東元電機在此艱難的時

刻，仍然支持基金會辦理各項活動，基金會與「東元獎」也皆順

利邁入第二十七年。在人文活動方面，「驚嘆號－台灣原住民族

群永續教育」十八年來，不僅為台灣的原住民族典藏了近五百首

的古謠祭儀，疫情衝擊中仍然支持著四十個部落傳習團隊，傳習

成果亦持續在各種重要祭典中呈現。以全球綠能青年為服務對象

的「Green Tech」國際競賽，基於安全考量，本年度暫停辦理，我

們期望疫苗及早問世，讓全球所有的作業回歸正常與穩健的運作。

離經「創」道  百家爭鳴     
回顧基金會二十七年的服務軌跡，「創造力」一直是本會工

作的核心，無論是設獎、競賽、文化傳承，皆是以創造力的養成

為主體，每年為萬名師生提供的科學創意體驗課程，以及偏鄉學

童的藝術賞析計畫，皆是超過十五年的服務計畫，活動內容蘊藏

無限創意。而「東元獎」的創新精神，亦與基金會的服務方案相

得益彰，所以得獎的「國產學者」亦擁有國際第一的實績或是發

明人的榮耀，離經「創」道的創意，與忍人所不能忍的決心

是成功之道。而出國深造的學者，跨國與跨界整合資源創造

多贏，與為台灣開創新創產業的才能特質與創意，亦令人讚

嘆，得獎人在各個領域中的成就可謂是百家爭鳴。我們也看

到，只要堅持理想實現願景，「長條桌放在走道上」也可以

展開研究計畫，受到各種限制的私校教授，也可以成為發明

家且享譽國際，篳路藍縷與「藏富」於團隊的無私精神，創

造科研價創的典範，也建立不同視野與格局的學者風範，學

生可以透過技轉順利創業，是成就、是驕傲、是榮耀，也是

科研工作的另一種價值。

科技人文大願  見解獨到

「東元獎」向來是終其一生所成就的榮譽，今年的得獎

人對於台灣三五族微波半導體產業之開創、電路電磁干擾及相

容的關鍵技術、核酸檢測機臺技術、無人駕駛技術、高熵合金

發明與應用、抗體鎖的發明，皆是獨步全球與造福人群的研究

成果，而 2025 年 C 型肝炎能在台灣消失的醫研大願，及為物

種永續而努力的保種大願，也都是見解獨到，不畏艱難，以雖

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在推動。議題的倡議與帶動社會各界的實

踐，向來是基金會重要的社會責任，每年人文類獎項的設定，

小自文化藝術的支持，大至全球共同的問題，都是董事會斟酌

再三的結論。本屆的「物種保育」，促進社會各界認識物種與

人類存續的意義，這個過去我們未曾強力關注但卻是非常重要

的工作，非常感動於台泥企業前董事長辜成允先生與其母親

辜嚴倬雲女士，早在 2007年就洞見物種保育無窮無盡的價值。

我們可以起而效尤響應義舉，並在這個領域設置人文類獎，讓

保種的人文大願，促進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甚是欣慰。

向科技人文典範  致上最高敬意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的得獎人順利出爐，特別向徐爵

民總召集人致上謝忱，得獎人在物資與學習資源貧乏的年代奮

力翻轉人生，成就了本屆八個領域的科學家，亦充實了科研與

社會服務的能量。謹以溫馨趣味且議題新穎的頒獎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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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冠的歡欣時刻，再創研究與服務的高

峯；今天很榮幸再度邀請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擔任頒獎人。

典禮後邀請人文類獎得獎人李家維教授以「瀕危的生命界－全

球拯救行動」為題演講，為得獎人獻上祝賀之意，也為邁入

六十四周年的東元電機，獻上我們最誠摯的感謝與祝福。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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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電機（股）公司

董事長

欒樹花團簇簇，是台灣入冬之前自然景觀再度展現生機與活

力的季節，基金會每年也在這個時刻，將當年度主要倡議的議題，

透過東元獎的頒發與典禮的辦理，呼籲各界重視與實踐。已經邁

入第十屆的董事會，每年初春即以精彩的方案，推動「東元」的

企業社會責任，「東元電機」今年獲得的社會共融獎，即是以「東

元獎」與「Green Tech」國際競賽成果為主題獲獎。可以透過長期

設置的獎項與競賽，對人才培育、科技創新、產業發展、人文藝

術與環境永續，略盡綿薄，是東元集團持續支持基金會念茲在茲

的社會責任。

以鏈結為法  發揮共振效應

2020 年全球產業皆在 COVID-19 的疫情中苦戰，但是台灣萬

眾一心成為買得到「口罩」，且可以正常工作與生活安定的寶島，

過去各領域以攻佔海外市場為目標的慣性行動，所紮下的厚實基

礎，災難與恐慌中正發揮作用；各行各業的技術能量，昇平之日

彼此是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國難當前卻以團結為念，以鏈結為法；

而且科技研究與學術教育，疫情中反而突破島國藩籬持續蓬勃發

展，關鍵時刻，科研工作者對於穩定國家社會卻是功不可沒。本

屆得獎人在國家口罩隊的整合組建、核酸檢測的機台技術等皆深

具貢獻。「東元獎」的頒發，不僅具有二十七年歷史的傳統，也

讓善緣「廣泛共振」，得獎人在科研與人文大願的推動中，英雄

惜英雄，發揮共振效應。

追求極緻  世界第一

這是個資通訊無國界的年代，學習與科研無遠弗界，過

去的得獎人以歸國學者居多，但是本屆八位得獎人即有四位

是本土養成的科學家，像潛心研究高熵合金、抗體鎖、可抑

制雜訊的電路元件等，不僅是純粹的「MIT」，而且是全球

絕無僅有的發明與先進技術；另外私校教授，在沒有研究生、

研究室與研究設備的困境中，憑藉著對研究的熱愛，及救人

濟世的使命，把大學生當研究生來訓練，凡此種種逆風而行、

追求極緻與世界第一的科研精神，所創造的傲人成就，是台

灣的驕傲與榮耀。

科研價創  支撐台灣的新創產業

「東元獎」一直是一個以突破學術窠臼為念的獎項，得

獎人皆在一再失敗的研究歷程中，汲取成功的養分，並且以

「藏富」的信念，讓研究團隊建立技轉甚或是創業的實力，

也讓科研與高等教育擁有高更的價值。綜觀歷屆得獎人皆具

有濟世之科研情懷，在研究之初，即以對社會有用、有實際

的商業用途、甚或是五年之內就必須能為產業所用的企圖心，

展開研究計畫。翻開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不乏教授創業

家典範，本屆尤其豐碩，技轉與授權金粗估總計達 7 億 1576

萬元以上，其中產學研的鏈結，也成就了許許多多未來可以

支撐台灣的新創產業與年輕創業家，「東元獎」產研致用之

設獎初衷，在本屆得獎人的卓越表現中尤其淋漓盡致。

持續共振  許一個科文共裕的台灣

豐碩的技轉成果與創業成功案例，為台灣產業注入活水

與希望。本屆得獎人世界數一數二的科研成果，不僅讓台灣

名揚國際，將畢生蘊藏無限商機的研究心血，藏富於學生，

並且帶領研究團隊實現產學致用與技轉創業等皆有非凡的成

就，讓現代年輕科研者不僅是科學家，也可以逐步實踐創業

之夢。我深深感佩得獎人因夢想而偉大，我也祝福所有得獎

人，無論是技轉創業、或是「2025 消除台灣 C 型肝炎」、「打

造一個沒有肝病美麗島的願景」、為物種打造諾亞方舟的物

種保育大願，還是利用高熵合金打造飛碟夢，都需要持續廣

泛共振，讓足以成就大願的人與技術聚合在一個成功的道路

上。再次為得獎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理念，表達最高的敬意，第

二十七屆的「東元獎」因得獎人的成就與貢獻而無比榮耀。

在此歡欣鼓舞的時刻，謹代表東元電機為八位得獎人獻上最

誠摯的祝賀，科研與服務再創高峰，則「科文共裕」的願景

台灣必因共振與努力而逐步實現。

廣泛共振 眾志成城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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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研究，造福社會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評審結果報告

時序再次來到科研人士期待的季節，國際上 COVID-19 疫情依然嚴峻，各領域的科研工作卻無懼的加速推展著，東元獎的評

審也一本初衷的進行，評審委員們透過公正嚴謹的初審、複審、決審程序，從比往年多很多的候選人中評選出科技類四個領域七

位、人文類一位，共八位的得獎人。東元獎二十七年來累計科技領域得獎人一百二十六位、人文領域二十九位，都是對國內外的

科技產業與人文領域有卓著貢獻的傑出學者，也是社會標竿。

領域 職務 姓名 現職

電機 / 資訊 / 通訊領域

召集人 吳誠文 國立成功大學 副校長

委 員

林一平

陳銘憲

許健平

國立交通大學 終生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副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機械 / 能源 / 環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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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展華

魏國彥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兼任教授

化工 / 材料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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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志煌

中原大學薄膜技術研發中心 特聘教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生醫 / 農業　　  領域

召集人 張文昌 臺北醫學大學 董事長

委 員

江伯倫

楊志新

羅竹芳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講座教授

人 文 類  《物種保育》

召集人 于重元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生物科技 講座教授

委 員

陳保基

張隆盛

  羅竹芳�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名譽教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講座教授

本屆東元獎評審委員名錄如列：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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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類獎以「物種保育」為遴選領域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執行長、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

胞生物研究所　李家維特聘教授：

以生命科學家之全球視野與磅礡格局，在企業家台泥前董事

長辜成允及其母親辜嚴倬雲的支持下，實踐物種保育之人文

大願。2007 年元月在屏東高樹鄉建置「辜嚴倬雲熱帶植物保

種中心」，十四年來收藏接近三萬四千種熱帶植物，物種豐

富度為世界之最，許多在野外瀕臨絕種甚至已經找不到活體

的植物於此留下一線生機，宛若植物版的諾亞方舟，讓臺灣

成為守護世界熱帶植物的堅實堡壘。

以上八位得獎人的努力成果與精神，是非常豐盛與精采的人

文心，為社會之楷模。在這個秋收的季節，謹以恭賀與期勉

的心情，除向評審委員們表達十二萬分的謝忱外，也祝福得

獎人持續引領創新、貢獻社會，讓臺灣永遠以您為傲。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總召集人

評審結果如下：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領域（兩位得獎）

國立交通大學　張翼副校長：

致力於複合物半導體研究，為國際 III-V 族半導體知名學者、

臺灣 III-V 族電子元件研究先驅與微波半導體產業之開創者。

張副校長以臺灣自主技術，成立氮化鎵磊晶及元件公司，跨

足 5G 通訊、電動車、新型電子雷達等新興產業，引導臺灣

半導體產業開創新應用領域。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吳宗霖副院長：

致力於積體電路封裝各層級的電磁相容技術之探索及研究，

針對電路中衍生的電磁干擾及相容問題，提出創新解決的關

鍵技術，確保高速低延遲的網路傳遞資訊品質。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領域（兩位得獎）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陳炳輝終身特聘教授：

長期鑽研熱傳與流力現象，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界大量的超

薄均溫片與熱管中，並整合生醫知識於快速核酸檢測機臺，

成功獲證運用於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胡竹生所長：

帶領機器人研發團隊，札根製造業根基之工業機器人所需模

組與系統技術，開發自動化、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號召機械、

車輛電子、電機和資通訊等技術人才打造自駕車技術，並取

得全國第一張自駕車牌照「Taiwan No.0001」，使自駕車正式

上路於開放場域中。

「化工 / 材料」科技領域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葉均蔚特聘教授：

長期致力於顛覆傳統合金以一個元素為主的配方觀念研究，

此一觀念引發世界性的研究熱潮。由於高熵合金及高熵材料

為葉教授所取名、定義及論述，並為國際所跟隨的新材料領

域，其影響層面寬廣而深遠，被譽為「高熵合金之父」。

「生醫 / 農業」科技領域（兩位得獎）

高雄醫學大學研發長、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祿講座教授：

開發出獨步全球的抗體鎖技術，具有「增值」現有抗體藥物、

讓專利即將到期或已過期的抗體「新生」、使先前因副作用

而下架的抗體藥物「復活」，為現行抗體藥物的選擇性帶來

革命性突破，改善病人用藥的生活品質。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高嘉宏副院長：

三十年來致力於「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研究，深入探討「病

毒性肝炎精準醫療」之病程進展風險分層與治療，使慢性病

毒性肝炎患者能夠得到最好的處置且節省醫療資源，並持續

努力於：「2025 年 C 型肝炎能在臺灣消失」與「打造沒有肝

病的美麗島」的醫研大願。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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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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科學院工業

應用科學獎及丹麥諾維信傑出化學及生化工程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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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recognition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ial Green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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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s in renewable energy, the ENI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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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s Award for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Novozyme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Chemical and Biochemical.

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metabolism, including its 

biochemistry, regulation and redesign. He uses metabolic engineering, 

synthetic biology, and systems biology to construct microorganisms 

to produce next generation biofuels and to study the obesity problem 

in human. Dr. Liao and his team also develop mathematical tools for 

investigating metabolism and guiding engineering design. Currently, 

their main projects include engineering proteins and biochemical 

pathways for CO2 fixation and production of fuels and chemical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use biochemical methods to replace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to treat metabolic diseases.

頒獎人－廖俊智 院長
Dr. James C. 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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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東元獎．得獎人名錄

領 域．Category 姓 名 / 現職．Name 評 語．Description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張　翼 博士

Dr. Yi Chang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兼任副校長

致力於複合物半導體研究，發展世界最高頻率之InAs量子電晶體、

世界紀錄之InGaAs鰭魚式電晶體及GaN功率元件。結合學理及應

用，研究成果獲國內外肯定，貢獻卓著。

Professor Chang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research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and has developed the InAs 
quantum transistor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the world, the world-
record-performs InGaAs F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 and GaN power 
devices. His work brings together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lauded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Professor Chang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compound 
semiconductor field.

吳宗霖 博士

Dr. Tzong-Lin Wu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特聘教授

兼任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

研發高速數位電路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術，將解

決電磁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並佈建關鍵專利。對於提升臺

灣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能見度，貢獻卓著。

Dr. Wu developed the core technologies for signal integrity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in high-speed/high frequency 
packages and systems. Several essential patents on noise suppression 
technologies are globally deploye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red to 
worldwide industr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impact and visibility 
of Taiwan on EMC research.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ergy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陳炳煇 博士

Dr. Ping-Hei Chen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長期鑽研熱傳與流力現象，將研究成果整合材料知識應用於資通產

品之熱管理，也整合生醫知識於快速核酸檢測機臺並成功獲證，運

用於新冠肺炎核酸檢測，貢獻卓著。

The awardee has been investigating thermal and fluid phenomena for 
years, integrating both material and thermal knowledge applicable 
to the thermal management of ICT products, and applying natural 
convection mechanics to a rapi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latform, 
that received EUA certificate by TFDA for COVID-19 virus detection. 
The awardee's academic achievemen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both thermal management and biomedical device industry. 

胡竹生 博士

Dr. Jwu-Sheng Hu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所長

深耕機械領域之機器人智慧製造及電動自駕車輛研究近三十年，學

術研發成就享譽國際；藉由機電整合研發授權促成新創產研合作，

對提升國內企業升級轉型貢獻卓著。

Dr. Jwu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ield 
for nearly 30 years and deeply engaged in robotic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lectric and self-driving vehicle research. His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r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through mechatronics integration R&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o 
promote start-up companies as well a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領 域．Category 姓 名 / 現職．Name 評 語．Description

化工 / 材料科技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Technology

葉均蔚 博士

Dr. Jien-Wei Yeh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發明高熵合金及開創高熵材料新領域，顛覆合金的配方設計並賦予

週期表新生命，產生多元的組合，應用於航太、高端機械等產業，

領導國際，成為世界所追隨的新材料領域，影響深遠且貢獻卓著。

Invent "High-Entropy Alloys" and create the new field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esign of alloy composition 
and give the periodic table of elements new life; Generate multi-
element combinations applied for industries such as aerospace and 
advanced machines; Lead the world in the new field with world-wide 
followers;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生醫 / 農業科技

Biomedical Scienc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鄭添祿 博士

Dr. Tian-Lu Cheng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兼任研發長

研發抗體的創新技術，應用在抗體生物藥物，讓抗體在作用部位具

有最佳選擇性，且有效降低副作用。此項專利平臺已取得高額技轉

金，對生技產業的發展，貢獻卓著。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antibody research and apply to 
antibody drugs, thereby let the antibody be selective activated at 
disease site and effectively reduce side effects. This patented platform 
has obtained a high amoun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ee,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高嘉宏 博士

Dr. Chia-Hung Kao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終身特聘教授

兼任附設醫院副院長

專長病毒及肝臟疾病的研究，其中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系統性的

藥物治療研究成果領先全球，成功的預防慢性病毒肝炎的併發症，

在學術及臨床應用上貢獻卓著。

Dr. Kao is an expert in hepatitis viruses and liver diseases research, 
with leading clinic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ntiviral therap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 to prevent the complications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人文類－物種保育

Humanities-Social Service
< Species Conservation >

李家維 博士

Dr. Chia-Wei Li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執行長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以保育全球熱帶植物為願景，在台泥集團支持下，於 2007 年成立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迄今蒐集活體植物約三萬四千種，為

全球之冠，在物種保育與人才培育貢獻卓著。

With a mission of preserving the tropical plant diversity from 
around the globe, Dr. Cecilia Koo Botanic Conserv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supported by the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To 
date, around 34,000 plant species are thriving in the center, a number 
that is unparalleled even among the elite botanical gardens in the 
world. The center's conservation efforts, as well as the dedication in 
biodivers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ivotal 
in today's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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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類獎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立定目標 持續努力 不因挫折而放棄

Set clear goals.
Never give up even in the face of setback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張 翼 先 生
Yi Chang．66 歲（1954 年 8 月）

評審評語

致力於複合物半導體研究，發展世界最高頻率之 InAs

量子電晶體、世界紀錄之 InGaAs 鰭魚式電晶體及 GaN

功率元件。結合學理及應用，研究成果獲國內外肯定，

貢獻卓著。

Professor Chang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research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and has 
developed the InAs quantum transistor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the world, the world-record-performs InGaAs 
F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 and GaN power devices. 
His work brings together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lauded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Professor Chang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compound semiconductor field.

學 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士　

現 任

國立交通大學　　　　　　　　　　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　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

電子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

國立交大台積電聯合研發中心　　　主任

曾 任
國立交通大學　　　　　　　　　　研發長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化事務辦公室　　執行長

漢威光電公司　　　　　　　　　　總經理

美國 Comsat Labs Senior MTS/ Microelectronics Division 
美國 Unisys Corp/ Senior MTS GaAs Component Division

得獎感言

「東元獎」為國內首屈一指的科技獎項，電機資訊通訊

領域，聲譽卓越，能夠榮獲電機資訊通訊領域獎項深感

榮幸，投入 III-V 族半導體研究逾三十年，能在元件領

域有所成就，除了長期之執著努力及經驗累積，更重要

的是國家及交大資源的支持及所指導交大學生孜孜不倦

的努力。最後更要感謝家人長期的支持。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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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木材貿易商之子到臺灣半導體產業開路先鋒，似乎有股力量在冥冥之中，導引交通大學副校長張翼的研究生涯。若

不是博士班指導教授因故離職，讓他從研究金屬材料轉攻電子材料；若不是已故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當年用一個便當，把被

業界挖角的張翼再「騙回」校園，持續創新研發並源源不斷培育人才，臺灣奠基於砷化鎵三五複合物的無線通訊產業發展史

會有不同發展時機和風貌。

無中生有 從互相到互信 鏈結國際的創新先鋒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攝影 / 李健維

研究成果授權金逾億  被喻為交大財神爺

「交通大學賺錢，主要是靠張翼教授，他是我們的財

神爺。」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終身講座教授林一平談到第

二十七屆「東元獎」新科得主張翼的研究貢獻，幽默詼諧卻

不失崇敬的說，「張教授也積極推動國際合作，把日本很多

很強的教授引薦到交大及科學園區裡面的公司。」

獲悉被喻為「財神爺」，近十年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授權

金累積超過一億三千萬元的張翼，連續說了四次「都是機緣

啦」，並謙虛說：「這沒有什麼特別的，就是運氣很好而己。」

但「東元獎」評審委員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許健

平可不這麼認為，直說十年累積一億三千萬在資訊領域是很

高的金額。

這就是張翼的低調，總覺得沒有必要「宣揚」自己。雖

被媒體形容為臺灣砷化鎵產業開山鼻祖，但 google「張翼＆

交通大學」卻發現，這位享譽國內外的半導體大師，網路搜

尋到的資料不到五十筆。「除了在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真

的不需要特別打個人知名度。太有名反而不好，會惹來很多

麻煩。」

名列前茅也難逃體罰  考上清華展開人生新頁　

但偏偏姓名跟三國蜀漢名將張翼德很像，「以前常有人

這麼說啦，最近比較沒有。現在 108 課綱國中歷史把三國拿

掉，應該沒有人會再聯想到張飛。」倒是姓名僅兩個字，常

被誤會是「大陸人」，張翼笑說，「我是在嘉義出生，在臺

北長大的臺灣第二代，成長過程跟大家同樣很平常。」

父親從事木材貿易，家裡五個孩子完全自由發展，張翼

排行老么，小學到高中功課不錯，「書就是自己念，不需要

家裡管！」初中考進大同中學，是當時臺北第一志願，「我

們老師很會打人，我也被打過。考九十九分，也要打一下。」

果然嚴師出高徒，同班近五十個同學，三十九個考上建國中

學。

到現在，張翼和初中校友漢民科技副董事長許金榮敘

舊，話題還是常繞在老師很會打人。「那個年代考進大同的

都很優秀，有些校友在半導體產業很有名，台積電前總經理

蔡力行也是。學生程度好，根本不需要打。」不過張翼坦言，

建中名列前茅卻未能如願考進臺灣大學，曾讓他有點失望。

建中學風自由，整個氛圍就是很臺大，當時讓張翼理所

當然以臺大為首選。「清華大學當時從國外請很多有名教授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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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全球科技產業起飛，國外到處機會，待遇遠超

過臺灣，張翼直言，當時在美國年薪近兩百萬新臺幣，回臺

當副教授每月領五、六萬，年薪對半砍。「我跟部門主管講

要回臺灣，他們猛問為什麼？誇我是團隊表現最好的，希望

我繼續留在美國，到最後不得不搬出太太當擋箭牌。」

張翼透露，想回臺灣確實有很多原因，太太也很想回國。

婚前在宏碁電腦負責業務行銷，做得有聲有色的牽手，放棄

事業遠嫁美國，專心當家庭主婦，「她為了我，的確犧牲很

多。夫妻就是彼此互相啦。當時臺灣電腦產業開始起飛，讓

年輕人有機會獨當一面，她很喜歡那種成就感，就說一起回

來！」

播種漢威光電  開創臺灣砷化鎵產業新局

到交通大學任教未滿兩年，張翼的研究很快吸引國內創

投目光！ 1992 年漢威光電創設，成為臺灣首座砷化鎵元件公

司，延攬他兼任顧問提供技術諮詢，協助培訓人才。「那時

無線通訊局限在國防用途，商業市場還沒起來，臺灣連個基

礎都沒有。我就慢慢把 Know-How 教給大家，有些是找以前

美國同事幫忙教。」

「我們太早做，到十年後才轉虧為盈。」張翼回想那段

胼手胝足說，「1997 年他們覺得砷化鎵『錢』途在望，希望

我去當總經理，我就辭掉教職。最大挑戰不是賺錢，而是產

業還沒有起來，我們要從零開始，創造全新的產業，很辛苦。

但我就是喜歡當先鋒開疆闢土。」

放眼國內砷化鎵相關產業高階主管幾乎都跟漢威有關，

不但很多在檯面上呼風喚雨的總經理，過去都在漢威待過；

許多旅美華裔也因張翼的啟發與鼓舞回臺創業。行事低調的

張翼談起這段往事，難得神采飛揚的說，「臺灣砷化鎵產業

確實是我最早開始的，能夠把整個產業風潮帶上來，真的不

是那麼容易！」

張俊彥扮伯樂  小台積電驚艷海內外

帶領漢威扎穩根基後，剛接掌交通大學的中央研究院院

士張俊彥，邀請張翼到辦公室共進午餐。張俊彥深知他喜歡

接受挑戰，就當面分析預測說，隨著手機逐漸普及，三五族

複合物半導體市場勢必全面爆發，「我們沒有人在業界做過，

你要不要回來？交大半導體研究是臺灣第一名，這個領域沒

有產業經驗的人不好啦。」

「他對科技脈動非常敏銳，也是我研究生涯的伯樂！」

張翼感佩說，「我做研究就是要讓產業用，五年內能夠用的

東西。」張俊彥開口就觸動張翼心弦，讓他在 1999 年重返校

園，源源不斷釋放研究能量，成為灌注臺灣半導體產業創新

能源，他的實驗室也因此有「小台積電」之稱。

除了指導畢業生超過八成被台積電延攬，張翼認為被稱

為「小台積電」，應該跟實驗室設備齊全，能夠做出產業需

要的技術有關，「我在業界做過，知道應該買什麼設備，怎

麼籌募必要的研究設備。」實驗室研究要長期經營，就要重

視設備的適用性、耐用性與可靠度，累積經驗做出跟工業界

同品質的東西。

全球半導體巨擘美國英特爾公司當年在全球遴選三五族

回來，感覺很科技，可以好好做研究，但高中生追求的是校

園氛圍期望大學是全方位的人文教育，不看專業。」張翼形

容這就像孩子嚮往糖果屋，事實卻是吃兩顆嘗鮮就夠，再多

就覺得甜膩，其實以今天眼光來看，清華能聘到那麼多國外

名校博士返國任教，以國內當時資源，真屬不易。

博士班被迫打掉重練  命運注定做半導體

清華四年奠定張翼厚實的學識基礎，到美國明尼蘇達大

學直攻博士。未料念到第四年，指導教授因故離識，「我必

須換個老闆，從頭再來！」張翼回想，真要講人生挫折，應

該就是這段，都念了那麼久，又要換個新老闆，改研究題目，

不知道還要念多久，心裡確實滿是徬徨。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原本是做金屬材料研究，

後來改做電子，反而是對的。」張翼笑說，繼續做金屬現在

很可能在中鋼工作，完全不同的領域。「第一個指導教授雖

研究金屬，卻是物理博士背景，逼我選修很多物理課程，像

量子力學和固態物理等，都是半導體的基礎理論。」

也許是命運注定要吃這行飯。無心插柳的基礎，讓張翼

重新花兩年半就拿到博士，被美國 Unisys Corp（優利系統）

延攬加入砷化鎵元件研究部門；不到兩年又被Comsat Labs（通

訊衛星實驗室）挖角。「兩家公司的團隊只有我做材料，其

他幾乎都是電機博士。我的老闆離開 Unisys 到 Comsat，只帶

我過去，因為只有我有他沒有的東西。」

放棄美國高薪  夫妻同心回臺打拚

年輕的張翼因此領悟「強強聯盟，1+1>2」的研究哲學，

也成為砷化鎵產業在臺灣開枝散葉的種原庫。旅外工作五年

後束裝返國，「當然希望貢獻產業！但當時臺灣沒有人做砷

化鎵，半導體是尖端科技，我就到學校做研究，再鏈結到產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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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半導體合作對象，看到張翼的實驗室從材料、製程到

整個測試什麼設備都有，當場驚訝說「連美國也很少看到這

樣的實驗室，沒有人像你這麼完整」，當時美國大學史丹佛、

柏克萊也沒有如此完整的砷化鎵研究設施，決定跟張翼團隊

展開五年合作計畫。

精準掌握科研脈動  產學研相輔相成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岩井洋擔任 IEEE 電子元件學會

會長期間，到交通大學參觀後，極力促成雙邊產學全面性合

作，最近更接受玉山學者教職加入交大研究團隊。另外，日

本 Panasonic 董事兼半導體事業部部長上田大助在參觀實驗室

後，也讚嘆說「你不做產品、也不開公司，需要這麼齊全的

設備嗎？」促成日本松下公司邀請張翼團隊合作研究。但能

夠建置如此齊全設備，連國際頂尖團隊都欽羨萬分，張翼卻

不是全靠國家經費挹注。

「漢民科技捐贈一部三千萬的電子束微影設備機器給交

大，優貝克捐贈兩千多萬的設備，最近也有美國科技公司提

供造價近三千萬的機器 ...」張翼用卓越研究成果向國內外科

技大廠展現，「你想要的東西，我的技術可以做出來，他們

都很樂意提供尖端設備，讓我再做出新的研究成果，變成他

們下世代想要的東西。研究工程科學最大的成就感是－做出

來的東西能夠被產業所用。」

張翼從「研以致用」出發，善用產學合作整合資源，不

斷創新突破達到產學雙贏。「做這行真的很好，不斷有新的

東西，讓我持續往前走。」張翼每個月都會抽空到不同國家

參訪交流，「跟國外連繫很重要，我認識很多朋友在各國擔

任重要職位，我完全知道他們最近在做什麼，掌握半導體最

新科技發展。」

無中生有強強聯盟  互相互信廣結善緣

尖端科研競爭激烈，張翼卻能四海皆兄弟廣結善緣。「不

要太計較，不要想占人家便宜，彼此互相，你主動幫人家，

人家就願意幫你。」每次出國，張翼總會想辦法「見縫插針」，

從雙方的教學研究創造合作空間，並藉此建立國際交流網絡，

「出國訪問不是大家吃吃飯就回來，我比較特殊的地方是無

中生有，把沒關係變成有關係！」

張翼原本完全不認識華裔微電子學家胡正明，直到有次

跟著科技部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參訪他的實驗室。「這位

享譽國際的前輩當時研究剛好缺個東西，我的實驗室正好有，

就支援他想要的東西，也因此發展出亦師亦友的情誼。」張

翼爽朗說，跟岩井洋原本也是素昧平生，就因答應擔任他主

辦的國際研討會共同主席，兩人不但變成好朋友，還透過他

認識更多日本學者。

「這就是互信！」張翼強調，要讓人家相信跟你合作，

你不會亂搞，而且能夠確實做出研究成果。「這也是很多日

本半導體學者願意相信我，到科學園區跟廠商合作研究的原

因！」張翼侃侃談著「強強聯盟，1+1>2」的研究哲學，也悠

閒看著掛在副校長辦公室的畫作，這些都是他從美國返臺初

期，假日逛光華商場收購典藏的大陸學院派新銳畫家作品。

逛博物館是他旅美期間最喜歡的休閒，返臺看到這些逼

近館藏水準的作品，數千元就能買到，心裡從讚嘆到疼惜，

看到喜歡的就買下收藏，「這些畫家的作品現在從幾萬到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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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都有。不過我沒有想要賣，純粹喜歡欣賞的快樂！」

藝術鑑賞眼光跟掌握科技發展趨勢同樣精準，他卻微笑說：

「哈哈哈 ... 都是機緣啦。」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的願景在於科技與人文能夠同時並存藉以

達到結合發展的概念。東元集團在擴張版圖的同時，不忘

思考如何盡一份社會責任，因而成立「東元科技文教基金

會」，並於 1993 年成立「東元獎」藉以鼓勵國內科技研

發創新之人才，以及鼓勵人文社會之有識人士，達到科技

人文相輔相成，以此提升科文共裕、造福社會之願景。此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值得效法，期望「東元獎」

能持續鼓勵各界人才為國家與社會盡一份責任。

自 1990 年回國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在任教期間內

一直秉持著深耕一流科技、言教身教合一教誨臺灣學子，

共創臺灣科技新頁，並以此理念堅守本位，期與學子共同

以科技創造人類文明及福祉。本人長期從事複合物三五族

半導體材料與元件技術之相關研發工作，長期與產業應用

結合，共同解決技術創新之瓶頸。這些年並不斷與國外一

流研發單位合作，逐步地建立國際研發資訊交流與技術

合作的平臺，藉此為國家社會發展前瞻科技盡一份社會責

任，此理念與「東元獎」之設獎精神不謀而合。

期望「東元獎」能堅持鼓勵各界科技與人文之人才持

續秉持創新理念，引領更多新進人才投入相關領域之科技

研究，並補以人文之關懷，希望能將此理念推廣並落實於

產業，進而達到以科技造福社會之願景。

成就歷程

張翼為三五族半導體領域國際知名學者，為國內三五族

電子元件研究之先驅，亦是臺灣三五族微波半導體產業之開

創者。

1985 年取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美國

Unisys Corp 與 Comsat Labs 工作數年，此期間張翼在高頻元

件上有許多原創性的貢獻，亦奠定其後元件實作之基礎。

1990 年返臺至交通大學任教。在 1992 年，創立臺灣首

座砷化鎵元件公司－漢威光電，發展無線通訊用的功率元件

與微波積體電路。在此期間訓練眾多學生及工程師，相繼成

立了多家公司，引領臺灣工業界進入砷化鎵微波半導體產業。

1999 年，在交大建立了複合物半導體研發平臺，致力

於三五族半導體材料元件技術之研發。多項研究成果居世界

領先地位，所研發之 InAs HEMT 電晶體截止頻率達 750GHz

以上，為目前世界最高頻率 FET；InGaAs MOS FinFET 克服

III-V/high-k 長期無法克服之介面問題，電流及 transit time 為

世界最佳；所研發之 GaN HEMT 元件最高截止頻率及最高振

盪頻率皆達 200GHz 以上，為國內第一；結合 Ferroelectric 材

料所研發之 E-mode GaN 元件，起始電壓超過 5V，崩潰電壓

高達 700V，各項綜合指標領先全球。

在複合物半導體技術領域的傑出表現，受國內外同儕

之肯定，十年來受邀至國外演講超過九十次，得過三次科

技部傑出獎，在 2019 年獲 IEEE Life Fellow 及 JSAP Fellow 

International，亦同時為中國材料學會會士、臺灣真空學會會

士，並獲頒侯金堆科技傑出榮譽獎。在產學方面，除獲得經

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產業創新學術獎，產學成果更是

交大第一，獲頒交大產學交流終身成就金鵰獎，並以臺灣自

主技術，成立易達通、鎵聯通兩家氮化鎵磊晶及元件公司，

跨足 5G 通訊、電動車、新型電子雷達等新興產業，期能引

導臺灣半導體產業開創另一新的領域。張翼研發嶄新科技與

應用結合，造福人類福祉，實為工學研究之最高目標，亦與

東元科技之精神相符。

具體貢獻事蹟 

張翼在複合物半導體領域研究主題一直處於技術潮流前

端，同時與產業界結盟，能迅速將所研發之成果，適時地導

入產業生產。二十年前協助成立漢威光電，帶領砷化鎵產業

之風潮。張翼所指導之學生及產業界訓練之三五族微波產業

人才，包含磊晶、元件製程、構裝測試等各領域之工程師與

技術人員等，先後成立了全訊、全新、宏捷、穩懋等公司，

帶動了臺灣在砷化鎵電子元件產業之熱潮，也成功奠定了臺

灣在全球砷化鎵產業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如設立全新光電

(VPEC) 的林昆泉博士，即為他所指導的學生之一 ( 全新光電

為國內首座提供砷化鎵 HBT 晶片的磊晶廠 )。張翼堪稱為國

內砷化鎵電子產業應用之先驅者。

近年張翼以前述之技術基礎，深植三五族元件在高頻邏

輯線路之應用和氮化鎵元件在高頻通訊及高功率機電轉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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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領域之應用。積極為臺灣業界佈局複合物半導體下一波產

業 ( 如功率元件、汽車電子、5G 通訊、兆赫波成像、III-V/

Si 數位元件 )。目前張翼在複合物半導體產學研究應用方

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應用領域：一、高頻通訊：如下世

代 5G 行動電話系統功率元件及 100GHz 以上汽車通訊防撞雷

達等。二、高功率節能電子元件：如電動車使用之 AC -DC 

inverter、DC -DC converter，主要為機電系統使用之功率元件。

三、三五族及矽晶圓整合之下世代高速節能邏輯元件，主要

為後摩爾時代元件 (post CMOS 元件 )。近十年在技術與專利

授權金實收上已超過一億三千萬元；產學計畫及專利授權金

超過三億；專利達五十五件，其中十八項美國專利、七項日

本專利、四項韓國專利、三項大陸專利，餘為中華民國專利。

在 2005-2020 年交大「產學技術交流卓越貢獻獎」拿了九屆

金雕獎 ( 頭獎 )，並獲得交大「產學貢獻終身榮譽獎」，產學

成果堪稱交大第一。近年來，張翼亦在國科會價創計畫支持

之下，協助成立兩家氮化鎵新創公司，一家為鎵聯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負責生產氮化鎵射頻磊晶片；另一家為易達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產 5G 相關基地站積體電路及模

組，這些都是使用交大自身研發之最先進技術，以氮化鎵材

料及元件為基礎而成立之高科技公司，期能帶領臺灣進入另

一波複合物半導體微波產業 ( 如 5G 通訊、電動車 ) 之高潮。

2019 年，更因創立「鎵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引領學術創

業新風潮，獲總統親頒「科技部學術創業先鋒獎」。

過去數年，在產學合作方面，張翼長期耕耘，在交大建

立了 Key Competence Lab 的產學合作新模式。透過建立之實

驗室研發世界級技術，引導世界級公司 ( 如 Intel 、TSMC、

Sharp、Panasonic、Samsung Cheil、Entegris、Quinstar、

Malaysia Telecom、Veeco、Ulvac 等國際公司 ) 共同合作。藉

由此合作關係，最終將自主研發成果，協助國內公司 ( 如台

積電、漢威光電、聯鈞光電、典琦科技及光環科技 ) 成立新

的事業部門或衍生新公司，從事 GaN 相關元件製作與生產，

為國內產業投入科技新興領域，亦為臺灣經濟投入新的活血。

此模式有別於以往由國外直接買入技術直接生產，而是由大

學研發開發新技術，協助業界成立新衍生公司或部門，此半

導體領域產學合作新模式亦為張翼之重要成就。

國內 III-V/Si 高速低功率消耗邏輯元件之研發，起始於

2000 年張翼與 Intel 研究總部合作之五年研究計畫，此合作首

創國內在 III-V/Si 整合技術之研發，作為後摩爾邏輯元件，

其後亦與 TSMC 開始長達五年之相關研究。在 GaN 功率元

件方面，國內 GaN-on-Si 功率元件之研究起源於張翼與 Sharp

實驗室 2004 年之磊晶技術合作，其後更將此方面之研究成果

( 含專利 ) 與台積電合作，協助成立台積電 GaN 功率研究部

門，此外亦與 GaN/Si 功率元件技術龍頭 Panasonic 長期合作。

而在 GaN 磊晶方面之研究，也與國際公司美國 Veeco、日本

ULVAC 在交大成立實驗室，進而協助國內聯鈞科技及光環公

司成立 GaN/Si 及 GaN/SiC 公司，目前已開始初步生產，與國

內元件合作同步開拓市場。

研究展望

三五族半導體電子元件應用，隨著通風及節能電子之需

求，應用方興未艾，研究還有極大探索及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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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vision behind the TECO Award is that the fields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can work hand in han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by such a cross-
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the midst of its expansion, the TECO 
Group has kept its duties to society in mind. To fulfill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group set up th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and the TECO Award in 1993. The objective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e award is provide incentives to local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R&D innovation as well as humanities scholars to 
bring their expertise together. It is hoped that science and art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bring abou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society, as per TECO's vision. All of us could emulate TECO's 
philosophy of paying it forward,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TECO 
Award's continuous role in motivating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fields to do their part for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I have been teaching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CTU) since my return to Taiwan in 1990. As an educator, I 
have always upheld my ethos of developing top-notch technolog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goo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etting 
a good example for the young minds of Taiwan, so that we can 
eventually break new fronti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I have never wavered in my beliefs, 
which have been a motivating force behind my teaching over 
the years. It is my hope that I can work with students to better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general well-being of mankind through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have long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R&D activated in III-V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and technologies research. I have also been carrying out long-time 
partnerships wit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integrate the 
dimension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to my work, thus allowing us 
to jointly overcome many bottleneck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first-class R&D institut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up a platform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R&D advancements and collaborations on 
technical matters, with the objectiv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nation's 
developments in forward-loo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way 
to fulfill my duties to the society. Coincidentally, this is in line with 
what the TECO Award stands for, too.

It is my hope that the TECO Award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humanities to persevere in their quest for innovation, and 
also to induct newcomers into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in related 
fields, all the while keeping an eye on humanistic concerns.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ideal can be made known to more people 
and also implemented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so as to realize our 
vision of bettering socie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Chang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III-V semiconductors, a pioneer in the research 
of III-V electronic components in Taiwan, and the pioneer of the 
local III-V microwav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rofessor Chang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1985. After graduation, he worked for Unisys Corp 
and Comsat Lab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even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Professor Chang has made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 of high-frequency component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subsequent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se innovations to 
developments in component technology.

Professor Chang returned to Taiwan in 1990 and took up 
a teaching position at NCTU. In 1992, he founded Hexawave 
Inc., Taiwan's first gallium arsenide (GaAs) component 
company, to develop RF power devices and microwave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years, Professor 
Chang has also mentored many students and engineers whom 
late on set up several companies. With his guidance, Taiwan has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GaAs microwav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1999, he set up a R&D platform in NCTU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the 
components  III-V semiconductors. Many of Professor Chang's 
R&D products are among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in the world. 
The InAs HEMT transistor developed by Professor Chang has 
a cut-off frequency above 750GHz, making it the FET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the world. His InGaAs MOS FinFET has 
overcome the interface problems of III-V/high-k transistors that 
have been a persistent problem in the field, and his III-V MOS 
transistors has the world's best electric current and transit time. 
The maximum cut-off frequency and oscillation frequency for 
the GaN HEMT device that Professor Chang developed are both 
above 200GHz, which is the best performance GaN traction  in 
Taiwan. His E-mode GaN devices that integrate Ferroelectric 
materials have an initial voltage of more than 5V and a breakdown 
voltage of up to 700V, and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place these 
devices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Professor Chang'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his 
colleagues and pe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decade, 
he has been invited to give more than 90 speeches in other 
countries, received the MOST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thrice, and been bestowed the titles of IEEE Life Fellow and 
JSAP Fellow International in 2019.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a fellow of the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 Taiwan and the 
Taiwan Vacuum Society, and was awarded the Hou Chin-
Tui Technology Outstanding Honor Award. In terms of bridging 
industry and academia, Professor Chang has not only received 
the MOEA University-Industrial Economic Contributions 
Award and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ward. On top of that, 
Professor Chang's is also the No.1 academic in NCTU in 
terms of his industrial-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has thus 
been awarded the NCTU Golden Eagle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Industrial-Academic Collaborations. He has 
also set up two companies, namely Infinity Communication 
Company and YLTLink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hich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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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aN-on-Si epitaxy and RF conporects based on technologies 
developed locally in Taiwan. Thus, Professor Chang has ventured 
into emerging industries such as 5G communications, electric 
vehicles, and new models of electronic radars, and it is his goal 
that he could guide Taiw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a quest to 
break new grounds. Professor Chang's R&D efforts that combine 
new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seek to elevate the well-being of 
humankind, 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that scholars of engineering 
studies aspire to. This goal also coincides with the spirit of TECO.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 Chang'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has alway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ical 
trends. His collaborative ties with industrial partners also enable 
him to have his R&D findings put into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a 
timely manner. Twenty years ago, he assis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exawave Inc. and became a pioneer in the application of GaAs 
component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Taiwan. Professor Chang 
has instructed and trained many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III-V microwav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cluding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epitaxy,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and assembly testing. His students and trainees 
have gone on to set up companies such as Transcom, VPEC, 
AWSC, and WIN Semiconductors. Professor Chang has thus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As electronic component 
industry in Taiwan and also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aiwan as a 
key player in the international GaAs industry. VPEC founder Dr. 
Lin Kun-chuan is one of the students taught by Professor Chang 
(VPEC is the first epitaxy plant in Taiwan to manufacture 
GaAs HBT wafers). Professor Chang can be regarded as a pioneer 
in the Taiwa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 for his construction to GaAs 
technologies.

In recent years, Professor Chang has been applying his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to various fields in ways such as the use 
of III-V components in high-frequency logic gates, the use of 

GaN components in high-frequency communications, and high-
power electromechanical conversion components. Professor 
Chang has  la 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next  wave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s compou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e.g. in the areas of power components, automotive electronics, 
5G communications, terahertz imaging, and III-V/Si digital 
components). At present, Professor Chang'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three areas below: 1. High-frequency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RF components for next-generation 5G mobile systems, 
automotive radars for collision avoidance with frequency ranges 
above 100 GHz, etc. 2. High-power energy-sav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Such as AC-DC inverters and DC-DC converters 
used in electric vehicles, which are power components primarily 
used in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3. Next-generation high-
speed energy-saving logic devices produced by integrating 
III-IV components and silicon wafers, with a focus on post 
CMOS component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Professor Chang 
has generated more than NT$130 million in net revenue from 
technology and patent licensing, more than NT$300 million in 
industrial-academic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patent licensing, 
and has 55 patents under his name, including 18 in the U.S., 
7 in Japan, 4 in Korea, 3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rest in 
Taiwan. Between 2005 to 2020, Professor Chang received 
9 Golden Eagle Awards (top prize) in the NCTU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for Industrial-Academic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also won the NCTU Honorary Lifelong Award 

for Industrial-Academic Contributions. The results of his projects 
make Professor Chang old of the most accomplished faculty 
member in NCTU.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s Start-Up Program, Professor Chang 
has also been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GaN start-up 
companies. The first is YLTLink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hich 
produces GaN radio frequency epi-wafers; the other is Infinity 
Communication Company, which produces 5G-related base 
station RFIC and modules. These high-tech companies were build 
on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NCTU in terms 
of GaN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With these technologies at 
hand, Professor Chang and his industrial partners hope to usher in 
a new wave in Taiwan's compound semiconductor microwave 
industry (such as in 5G 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ic vehicles). In 
2019, he received the MOST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Pioneer 
Award from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herself for setting up 
YLTLink Technology Corporation and becoming a trailblazer in a 
new wave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Professor Chang has been 
toiling hard to promote industrial-academic cooperation. To 
that end, he has set up the Key Competence Lab at NCTU as a 
new model for such collaborative projects. Through the world-
class technological findings developed in the laboratories he 
established, Professor Chang has been both a leader and a 
collaborator to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Intel, TSMC, 
Sharp, Panasonic, Samsung Cheil, Entegris, Quinstar, Malaysia 
Telecom, Veeco, Ulvac, etc. These partnerships have also led 
to the independent R&D outcomes that have been used by 
Professor Chang to give local enterprises a boost (these companies 
include TSMC, Hexawave, eLaser, Comchip, and TrueLight) 
in terms of setting up new departments or even new compan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GaN-
related components. In this way, Professor Chang has not only 
introduced new ideas and technology into local industries, but also 
provided a vital boost to Taiwan's economy. This model differs 
from previous ones in that instead of purchasing and reproducing 

technologies developed overseas, academic institutes are now 
the developers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academic 
professionals are now helping their industrial partners set up new 
companies or departments. This new model of industrial-academic 
cooper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also an important 
accomplishment of Professor Chang.

III-V/Si high-speed low-power-consumption logic 
devices were developed in Taiwan in 2000, as part of a five-
year research project between Professor Chang and Intel's 
research headquarters. The result of this collaboration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III-V/Si integrated technology in Taiwan, 
which produced post CMOS components. After this project, 
Professor Chang went on to begin a 5-year study of similar 
nature, this ti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SMC. When it comes 
to GaN power devices, research on GaN-on-Si power devices 
in Taiwan was kickstarted by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essor 
Chang and the Sharp Lab to develop epitaxial technology in 
2004. Later on, Professor Chang Coper with TSMC on GaN on 
Si technology, and assisted TSMC in setting up a department to 
conduct further R&D in GaN power and guided the team until the 
product was commercialized. Additionally, Professor Chang also 
has a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Panasonic, 
which is an industrial leader when it comes to GaN/Si power 
devices. With regard to GaN epitaxy R&D, Professor Chang has 
set up a laboratory in NCTU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such as U.S. firm Veeco and a Japanese firm ULVAC. 
He also helped domestic companies such as eLaser and TrueLight 
in setting up GaN epitaxy companies. These companies will work 
with other local component companies to expand their market.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s for III-V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 

component is on the rise in line with the demand in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energy-saving industries. Thus, there are still 
many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R&D work in these areas to apply 
these technologies for many foreseen futur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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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凡事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

Do your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zong-Lin Wu．51 歲（1969 年 6 月）

評審評語

研發高速數位電路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

術，將解決電磁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並佈建關鍵

專利。對於提升臺灣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能見度，貢獻卓著。

Dr. Wu developed the core technologies for signal integrity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in high-speed/

high frequency packages and systems. Several essential 

patents on noise suppression technologies are globally 

deploye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red to worldwide 

industr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impact and visibility of 

Taiwan on EMC research.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學士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 電信所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副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　　　　　　　理事長

Editor in Chief, IEEE Transactions on EMC

曾 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所　　　　   所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訪問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 電信所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

得獎感言

自踏入學術界後，幸運之神始終眷顧，不時受到學術界前

輩的指點和協助，以及產業界大老慷慨提供資源並分享產

業的願景，加上願意與我共同探索未來的優秀學生群，才

讓我的團隊能不斷研發、創新科技。今天榮獲「東元獎」，

要特別感謝這些陪我一路走來的生命貴人。另外，太太及

家人的支持與包容，是我能在學術界盡情發揮而無後顧之

憂的關鍵，謝謝您們。在未來的學術生涯上，期許自己能

在傳承知識、創新自主技術、突破產業瓶頸三個面向，持

續努力，造福全人類。

吳 宗 霖 先 生

可撓式頻率選擇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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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俗諺「一時風，駛一時船」，教人做事應掌握時

機，順勢而為。但張了帆，卻遲遲等不到風起，該怎麼辦

呢？二十五年前頂著最高學府博士光環，意氣風發踏出校

門的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吳宗霖，從沒想過「畢

業即失業」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因謀求教職接連碰壁，他

不得不掄起船槳，在茫茫大海搖槳前進，轉個彎棲身產業

界賺錢養家。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三年的產業實務

經驗意外形塑出風起時刻，奔航浩瀚學海最穩定的船舵，

引領他像苦行僧般的追夢踏實，從小咖教授蛻變成電磁相

容領域國際大師。

畢業後險成流浪博士  連吃十幾所大學閉門羹

「回頭看當年，還好十幾所大學都不要我；不然現在的

我很可能變得完全不同！」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吳宗霖聽到採訪團隊開場就問當年拿到博士學位，為什麼會

選擇到產業界工作？反射式的脫口而出，「你們想聽真話，

還是假話？」逗得大家哈哈笑說，「當然是真話。」沒想到

他出乎意料的說，「就是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

很難想像眼前位居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也是

首位出任 IEEE（國際電機電子學會）學術期刊《Transactions 

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電磁相容）總編輯的亞洲

學者，在1995年取得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後，

向國內十幾所大學投履歷竟都石沈大海。「每次收到回信都

很高興，以為他們要我去面試。拆開信結果都說很抱歉，因

為申請者太多，你的資歷很好，明年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再

通知你。」

因挫折而堅韌 證道研究為產業所用的苦行僧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回信內容，我到現在還背得出來！」吳宗霖坦言，到

大學教書做研究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偏偏那年碰到美國經濟

蕭條，國外博士競相回臺找工作，變成僧多粥少，剛畢業的

臺灣土博士，當然拚不過留洋回來的，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博士畢業以後，我就結婚，必須賺錢養家，不得不到業界

找工作。」

棲身科學園區討生活  喪父之痛陷人生谷底　

相對於現在科技產業求才若渴，二十五年前頂著博士光

環到業界求職，尤其是臺大博士，非但沒有加分，反因學歷

太搶眼成為包袱。「很多大公司老闆後來碰到面都跟我說，

啊！你那時候怎麼沒來我們公司？」吳宗霖談起往事，總是

以「你們面試門檻太高，哈哈哈 ...」在談笑間帶過那段苦澀，

全家福（2010 年）

量測共模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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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卻比任何人更深刻體驗，「人就是要經歷各種波折，才

能增加生命的韌性！」

謀職屢吃閉門羹，吳宗霖開始懷疑讀博士所為何來？在

瀕臨絕望谷底之際，終於接獲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台揚科技

面試通知，「他們做微波通訊跟我的領域相當接近，希望我

能夠過去。」但意想不到的波折卻接踵而來，欣然就職不久，

父親因整修住家，不慎從高處跌落，重傷住院。吳宗霖連續

幾個月開車奔波臺北新竹，每晚趕回醫院接替母親照顧父親，

天亮再到新竹上班。

那時候也買不起好車，幾個月就被操到報銷，依舊挽不

回父親的生命。「我太太當時剛好懷頭胎，挺著肚子幫忙辦

喪事。」吳宗霖透露，那段期間還是不曾放棄尋找教職，某

國立大學也有個很好的機會，就是時運不濟，系教評會和院

教評會都通過了，好不容易闖到第三關，卻被校教評會推翻，

「那應該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爸爸突然意外走了，教職

也像煮熟的鴨子飛了。」

職場轉個彎眼界大開  研為產用渾然成形

接二連三的挫折，讓身為獨子的吳宗霖感嘆說，「也許

老天爺要我回家照顧媽媽。」於是就請辭重新在臺北找工作，

到大同公司研究部門任職。大同當時規模龐大，公司認為電

磁相容技術對未來發展很重要，決定培養相關領域專家，吳

宗霖跟著轉換研究方向，奉派到集團各子公司觀摩，不但開

啟他對電磁相容研究興趣，更藉機深入瞭解整個產業生態，

「研究要為產業所用」逐漸在心裡雕塑成形。

研究所從碩士第二年逕讀博士，四年就拿到學位，聰穎

機悟的吳宗霖駕輕就熟滿足公司對他的期許，也逐漸擺脫噩

運糾纏。「每天順路接送太太上下班，經過中山北路看著兩

旁婚紗店 ...，那種日子過得好舒服，慢慢出現幸福肥。太太說

這樣很好，我們就這樣廝守終身。」但安逸的生活終究無法

馴服驛動的心，「我就是無法忍受自己原地踏步沒有突破。」

身歷其境在台揚和大同練功三年，親眼看到產業需要、

步調、想法與文化，「被操練三年以後，你就會知道產業

的痛點在哪裡？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臺灣的技術有什麼瓶

頸？」吳宗霖強調，不管臺灣還是全世界都一樣，拿到學位

就直接到學術界，較難掌握產業真正的需求。「這三年影響

很大，讓我到學術界以後，做的每件事情都跟大家不太一樣，

也造就我有機會獲得「東元獎」的肯定。」

嚮往學術武林宿願得償  夫唱婦隨舉家南漂

在業界得心應手，但吳宗霖始終認為自己的武林在學術

界。「中山大學有個教授缺，需要做電磁相容領域的，你要

不要去？」當朋友告知中山教職出缺，領域又是自己的專長，

毫不遲疑投出履歷。「很感謝中山看見我的產業經驗，就願

意給我機會，提供環境和資源讓我成長自己。」但要從臺北

搬到高雄，尤其是經歷許多波折之後，工作和家庭好不容易

安定下來，全家包括出嫁的姐姐都反對。

總歸還是自家人，看到吳宗霖堅持不懈，還是答應讓他

南下。「誰教我是任性的老么，他們其實認為我不會去太久；

等我真的適應，他們再跟著搬到高雄。」沒想吳宗霖做得起

勁，廢寢忘食到以研究室為家，放著學校宿舍不住，幾乎每

晚睡在研究室沙發床，「這樣學生不管白天晚上，有問題就

可以找我討論；也很開心老師願意跟他們共同研究奮鬥。」

看著吳宗霖在中山大學「歡喜做、甘願受」，原本任職於

經濟部的另一半陳淑玲，不忍他假日南北奔波省親，隔年就「攜

老扶幼」請調高雄，帶著婆婆和兩個女兒舉家南遷。「我們是在

社團活動認識，大家都說她有點像港星葉韻儀，大大的眼睛很可

愛。她是小我兩屆的經濟系學霸，大學四年拿了多次書卷獎，畢

業不久就錄取高考經濟行政組榜首。」談到另一半的愛相隨，吳

宗霖心疼說，「她就是一直跟著我，吃苦耐勞，樣樣都承擔。」

縮小化技術及成品

臺大七次（6+1）書卷獎得主。結婚照（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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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識英雄的舵手  因材施教眾志成城

那些年的二十四小時「ON CALL」，也讓他跟在中山帶

過的學生，建立像家人般的革命感情，到現在還保持連繫，

每年請他吃教師節大餐，個個在業界都是副總或處長級人物。

「教授的任務就是教學、研究和服務。」吳宗霖認為教授要

做好研究，第一要抓對方向，知道產業的痛點在哪裡？第二

是因材施教，誘導學生善用個人特質充分發揮；第三要眾志

成城，千萬不要以為教授很厲害，要學生聽你的話做事。

吳宗霖不喜歡告訴學生明天或下個星期要做什麼，而是

問學生想做什麼？之後有何想法？讓學生做自己的主人，「如

果什麼都聽老師的，實驗室做不大、也做不好。因為教授只

有一個頭腦在想，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十幾個頭腦眾志成城

的力量才可觀。老師啟發學生，他也會啟發你，創意就源源

不絕，我的研究都是跟學生互相激盪的成果。」

談到學生，吳宗霖總是眉飛色舞，「我的特點就是慧

眼識英雄，發掘每個人的特質，鼓勵他們發揮自身的長處；

就像導引方向的舵手，照看每個學生的高低潮；也要扮演伯

樂，鑑賞他們的研究是否有價值。如果他做得很好，結果你

卻忘了或看不出裡面的價值，很可能會錯失一個偉大的發

明。」

中山大學修煉基本功  到臺灣大學綻放光芒

「做出來的東西，最後必定是產業需要的。」是吳宗霖

帶學生做研究不變的目標與方向。「如果不是中山，讓我在

那裡試驗我的想法，奠定紮實基礎，也做出點成績，我不可

能有機會回到臺灣大學。」吳宗霖用「修煉」形容自己在中

山成長過程。剛進去是助理教授，因為是菜鳥，可能人家比

較不愛開的課，就會給你開；還要帶學生、做研究、發表論文、

拚升等，「這是年輕教授必經之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但是我給自己獨特的任務，研究題目必須跟產業結合。」

有機會就到產業界演講，想方設法找出業界痛點，「什

麼是痛點？就是讓工程師到晚上十二點還不敢回家的問題。

我從教書開始就沒有停止跟產業互動，他們也總是願意敞開

心胸跟我分享痛點，讓我試著用學術研究解決產業頭痛的問

題。」吳宗霖的學術生涯就這樣從中山大學扎根，在臺灣大

學開枝散葉，成為電磁相容領域國際權威。

單挑未來趨勢提前布局  不畏挫折驚艷國際

旁人看他談笑風生，但要抓到產業真正痛點，做到「研

究要為產業所用」談何容易！尤其是他想研究解決的，不是

個別業者碰到的問題，而是整個產業共同面臨問題，產業未

來需要什麼？發展趨勢是什麼？「研究要選對的問題，而不

是解決簡單的問題。」吳宗霖以無線通訊不斷往更高頻率發

展，衍生電磁雜訊干擾問題，成為電腦或通訊系統發展瓶頸

為例，從 2005 年回臺灣大學開始布局，到 2012 年才開花結

果。

「我們看到這個趨勢，花了三年時間做出可抑制雜訊的

電路元件，興高采烈向國內業者毛遂自薦，卻當場被打槍，

這個東西這麼大，我的手機就放你的東西，其他都不用放啊，

這個不行啦。」吳宗霖聽到難掩沮喪，但也拒絕認輸，決心

要做出讓產業願意使用的元件。兩年後在國際研討會發表最

新研究成果，「英特爾有人在下面聽，他們是世界半導體產

業龍頭欸，竟然說你這個東西不錯，我們希望跟你合作。」

隨即邀請吳宗霖到美國總部演講，還提供兩年研究經

費，希望他把尺寸再縮小一百倍。吳宗霖果然不負眾望，英

特爾更是沒有二話，2012 年以高額授權金跟臺灣大學簽署技

術授權。全球目前每年銷售上億部筆記型電腦，就有 10％左

右、超過一千萬臺使用吳宗霖研發設計的元件；新竹科學園

區廠商為開發 WiFi 6 晶片，找遍各國元件都無法解決電磁干

擾，「我們的元件放進去，馬上藥到病除！」

研究團隊慶生

臺大電波組無反射波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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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最小  只有更小  追夢 2.0 創新活水

「這是百分之百臺灣研發，擁有全世界專利的獨特技

術，能夠真正解決產業的痛。」吳宗霖引以為傲說，「我們

終於讓工程師每天晚上快快樂樂回家。」但研究團隊並未因

此停止前進，「沒有最小，只有更小！我們希望小還要更小，

可以放到手機上面，是我們下波目標！」

身體力行「研究要產業所用」，指導學生新創公司也開

始獲利，邁進五十而知天命的吳宗霖，決定展開追夢 2.0。「當

教授做研究是我二十年前的夢想，像個苦行僧，自己念佛、

自己證道，現已驗證可行，臺灣應該創造更多這樣的例子。

我想建構一個學術創新生態系，學校教授專注做研究，鼓勵

學生勇敢創業發展抱負，透過新創公司創造更多資源，再回

饋學校更多資源，培養更多學生，創新解決更多產業難題，

讓學術研究變成生生不息的創新活水。」

牽手走過二十五年，沿路看著吳宗霖從波折困頓破繭而

出，陳淑玲心有靈犀的說，「人生的際遇很難說，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如果沒有那些年的挫折，他沒有辦法把心態調整，

或許就沒有今日的成就，我們都很感恩，一切都是上天最好

的安排。」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

社會進步」為宗旨設獎，是國內少數鼓勵科技創新、科文

共裕的一項獎勵。能獲得此獎，對長期致力研發的學者，

是莫大的榮譽與鼓勵，也是年輕一代學者努力的標竿。此

獎在科技領域的評定除了學術研究需有卓越貢獻，也相當

重視研究成果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及對社會的貢獻。近年

來，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多元化，除了專業的學術論文發

表，關鍵專利的布局，或高額的技術移轉，乃至設立新創

公司，都能受到「東元獎」的肯定，對帶動臺灣學術卓越，

科技深耕及產業升級有相當助益。除了希望「東元獎」能

夠持續舉辦外，更希望增設「東元青年獎」，給予四十五

歲以下表現傑出的學者鼓勵，讓他們在孤單漫長的學術研

究路上獲得激勵。

成就歷程

自 1995 年從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後，至產業界歷練三年，

深深體會大數據雲端計算應用的廣泛。人類對資料流量的頻

寬需求與日俱增，致使數位電路訊號不斷加快其傳輸速度，

無線通訊也不斷地往更高的頻率發展，電磁雜訊干擾將是未

來電腦或通訊系統開發的瓶頸。基於改善人類需求，因此投

入電磁干擾研究，歷經二十年的研究，始終聚焦在高速數位

電路及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術，希望能將

解決電磁雜訊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

自 1998 年於中山大學七年的研究生涯，專注在多層電

路板中電源網路地彈雜訊所造成電磁輻射干擾或電壓擾動問

題，傳統上以加去耦合電容來降低電源擾動在 GHz 以上就

失去其濾除雜訊及穩壓的特性。2004 年間在國際間首先提出

以電磁能隙 (EBG) 結構來抑制封裝基板上的寬頻電源雜訊，

引領國際間許多團隊朝此方向深入發展，發表的論文不但受

到高度引用，其中一篇 2010 年發表於封裝領域的頂尖期刊

IEEE Transaction on Advanced Packaging 也榮獲該年度的 Best 

Paper Award。另外，IEEE T-EMC 每年會統計近五年所有發表

於 IEEE T-EMC 的文章中被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頒予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其中一篇關於電源雜訊抑制技術論

文，在自 2015 年以來近五年七百餘篇發表的期刊論文中，為

被引用次數最高的一篇論文。比許多美國 Top 10 ( 如 UIUC, 

GIT 等等 ) 名校的 EMC 領域論文，吸引更多人閱讀及引用。

自 2005 年後回到母系臺大電機系任教，針對高速差動電

路系統，提出以超穎傳輸線 (Meta-material) 實現縮小化共模

雜訊濾波技術來解決電磁干擾的問題，也逐步佈建關鍵專利，

至今共獲得四十三個世界專利 ( 包含二十個美國專利 )，受到

國際學術及產業界極高關注，不但在數個國際研討會獲選最

佳論文獎，也吸引包含 Intel, Dell，Asus, Qualcomm 等多個國

際企業和團隊合作。2012 年並授權 Intel 專利技術，創下當年

度臺灣大學最高授權金紀錄。此技術也陸續授權給其他多個

國內外公司，包含華碩、英業達、和碩等，累積授權金高達

數千萬元 。2016 年在學校的鼓勵下，幾位研究生在臺大育成

中心成立新創公司，命名為安波科技，由於技術的獨特性以

至迅速獲得產界極高評價，並於二年後，即 2018 年公司便開

始有盈餘，2020 年估計公司價值已逾兩億。研究團隊能將前

瞻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成專利技術，衍生新創公司嘉惠全

球產業，令人雀躍。

領先國際的縮小化共模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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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一、對學術界的貢獻：

( 一 ) 三次受邀撰寫 EMC/SI 回顧性文章，獲國際社群高度引

用，彰顯此領域的國際領導地位：近幾年連續三次受到

國際知名期刊總編輯邀請撰寫電源完整性、信號完整性

及 EMC 的回顧性文章，如下：

1. 在 2010 年 IEEE Trans. on EMC (T-EMC) 發表一個特

刊。撰寫有關 Power Integrity 十年來的進展，題目為

"Overview of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s on Package and 

PCB: Decoupling and EBG Isolation"。

2. 在 2010 年日本 IEICE Trans. on Communication 的特

刊撰寫 Invited papers。題目為 "Mitigation of Noise 

Coupling in Multilayer High-Speed PCB: State of the 

Art Modeling Methodology and EBG Technology"。

3. 在 2013 年 IEEE Trans. on EMC 為紀念此領域的大

師 Prof. Clayton R. Paul 辭世，總主編特別邀集一個

特刊，撰寫 Prof. Paul 所關心的領域近十年進展，

受 邀 撰 寫 "Overview of Signal Integrity and EMC 

Design Technologies on PCB: Fundamentals and Latest 

Progress"。 

( 二 ) 近十年榮獲五個最佳論文獎：

1. Best Transaction Paper Award in IEEE T-ADV (2011): 此

期刊為國際間封裝領域的頂尖期刊，此論文緣起和

國際知名電磁分析軟體公司 (CST) 及義大利 Univ. of 

L'Aquila 大學進行誇國合作研究，主導下一世代的電

源雜訊抑制技術的發展，並帶領此跨國團隊提出光

子晶體圍籬的前瞻技術。為該期刊 2010 年內所刊出

約一百五十篇論文中，唯一獲得最佳論文獎的文章。

2.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in IEEE EPEPS Symposium 

(2012): 與博士班同學周求致發展了一個創新的演算

法來快速預估在考量電源完整性的條件下，非線性

驅動電路的眼圖預測。

3. Best Poster Paper Award in IEEE EPEPS Symposium 

(2013): 該論文提出如何設計多對共模濾波器於同一

個元件內而不產生彼此影響。此會議為國際間有關

封裝中 SI/PI 領域最頂尖的會議。

4.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in APEMC (2015): 與博士班

學生林晉毅發展一個三段式四分之一波長共振器架

構，來實現共模濾波器 (CMF)，透過控制第一及第

三的共振頻率，達到可任意調整共模雜訊的濾波頻

段範圍。

5. Best SI/PI Paper Award in IEEE EMC Symposium (2018): 

在 IEEE EMC 的年度旗艦會議中，以運用類神經網

路 (ANN) 來分析及預測 EMC 共模濾波器的生產良

率，獲得大會四百篇論文中的最佳論文獎。

( 三 ) 榮獲 IEEE（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五個重要學術

成就榮譽：

1. Editor-in-Chief, IEEE Transactions on EMC (2018): 於

2018 年獲得 IEEE EMC Society 任命為 EMC 領域最

頂尖期刊的總主編，這是該期刊六十年來第一位由

亞洲的學者來擔任該期刊的總主編，表示在 EMC 領

域的國際引領地位。

2.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2015): IEEE T-EMC 每年

會統計近五年所有發表於 IEEE T-EMC 的文章中被引

用次數最高的論文，頒予此最高引用獎。吳宗霖的一

篇論文在近五年 (2010-2014) 七百餘篇接受發表的期

刊論文中，有最高的被引用次數。可見臺灣在 EMC

領域的研究對全世界的影響力已居於領導地位。

3. IEEE Fellow (2013): 多年來專注於電子封裝系統的

高頻雜訊抑制及信號完整度與電磁相容技術。在臺

灣電磁相容領域，是首位在國內研究而獲選為 IEEE 

Fellow ( 會士 ) 第一人。此獎可說是國際電機電子領

域最崇高的學術榮譽，每年在約四十萬的全世界會

員中，遴選不到四百人成為會士，雀屏中選的機率

小於千分之一。

4. IEEE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2009): 此 獎 為

IEEE EMC 學會的學術成就大獎，每年在全世界五千

多位會員中推選出二至三名，在此學會近五年內最

具技術貢獻者。

5. IEEE EMC Distinguished Lecturer (2008): 由於對國際

學術界及產業界已深具影響力，於 2008 年榮獲 IEEE 

電磁相容學會選為該學會的傑出講座，任期兩年，

受邀至歐美亞三大洲逾十個國家的知名大學演講。

( 四 ) 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國科會）研究傑出獎：

自 2010 年起，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010, 

2013, 2016)。

二、對國際產業界的貢獻：

研究除了具有學術的前瞻性，經過近二十年的技術布局，

近十年的研究更獲得產業界高度重視，而尋求建立合作

關係。其對產業的貢獻說明如下：

臺大高速射頻及毫米波研究中心的啟動會議（2014 年）

接受 IEEE EMCS 總裁 Dr.Bob Scully 頒發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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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 has the mission to cultivate the 

talent, encourage forward thinking, and advance the commu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TECO award in 27 years, we 

observ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achievements of the awardee 

who impact and contribute global community. They could be the 

achievement of highly cited publications, deploying essential 

IPs, high valu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enabling start-ups, or 

enhancing the vision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The diversified 

recognition through TECO award leads scholars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in different paths, and indirectly promote the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industry upgrade in Taiwan. Besid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 it might be a good 

timing to consider adding the "TECO Young Scientist Award" 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scholars under the age of 45. It would be 

quite encouraged if young scholars who achieve certain impressed 

milestone c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renowned institute or 

foundation lik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The throughput of  data transfer  in the internet  is 

exponentially growing due to huge demand on social medium, 

video streaming, and real-time communication. It has triggered 

fast development of RF and digital circuits and systems toward 

the era of mm-Wave and Tera-bits/sec. The inter-system or intra-

system EMI/RFI problems will beco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to enable next-generation high-speed/high frequency systems. 

This trend inspires his research focus on developing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solving the EMI/RFI issues in high-speed circuits 

and systems. 

Since 1998 when Prof. Wu was in National Sun-Yat Sen 

University, he focused on solving the EMI problems caused by 

the noise on the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s (PDN). This issue 

is traditionally solved by capacitors which become ineffective 

as the operation frequency is higher than several GHz. A novel 

( 一 ) 產學計畫合作：

2005 年回臺大任教迄今約十五年，共執行了

四十二個產業界的計畫，總計畫金額超過六仟萬

元，合作對象包含 Intel, TSMC, Broadcom, ASE, 

MediaTek, ASUS, MSI, RealTek, Etron, Novatek 等。

( 二 ) 技術授權及轉移：

除了有豐富的學術論文發表外，同時將有產業利用

性的技術申請專利，目前已獲得四十三個專利，包

含二十個美國專利，及許多臺灣，日本，歐洲等世

界專利。這些專利將所研發的電磁能隙電源平面技

術及共模雜訊抑制濾波技術全方位佈局，保護臺灣

大學的智慧財產權。這些技術受國內外產業的高度

重視，授權多家公司。

其中世界半導體產業龍頭 Intel 從 2010 年就和團隊

開始合作，經過兩年的努力，技術受到 Intel 的認

證通過，因此 Intel 於 2012 年向臺大技術授權相關

專利。臺灣長期以來，多仰賴國外的技術移轉及授

權來製造電子相關的產品，但此次的技轉，是將本

土開發的技術輸出美國，足見臺灣的電波技術在國

際居於領導地位。此授權金額，也創下當年度臺大

最高金額，所以吳宗霖於 2013 年獲得科技部頒發

的「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 三 ) 成立新創公司，引領臺大創業風潮：

在其鼓勵下，多位學生於 2016 年開始創業，成立安

波科技 (EMPass Technology)。從事 EMC 相關技術

的產品開發。該新創公司在臺大的全力支持及授權

下，以設計為導向的無製造工廠 (Fabless) 的模式進

入產業界，希望能以此創新的商業模式，成為全球

電磁相容 (EMC) 及雜訊抑制解決方案的領導品牌。

在近四年的運作下，營運已上軌道，2018 年開始獲

利，2020年公司的市場估值已逾 2億元，成長穩健。

研究展望

人類對網路傳遞資訊的需求與時俱增，也帶動 5G/6G 高

速低延遲的無線通訊需求，更觸發資料中心大量佈建。高速

及高頻的數據傳輸電路系統，將是滿足人類對大量資訊需求

的關鍵科技。而這些電路中衍生的電磁干擾及相容問題，對

學術界及產業界也更具挑戰，基於社會需求，投入積體電路，

封裝各層級的電磁相容技術瓶頸的探索及研究，並希望能提

出各類創新解決方案，為產業及人類的進步，貢獻一己之力。

實驗室探針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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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A. Contribution to Academia:

I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250 journal papers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 past 20 years. They includes three invited overview 

papers in the special issues about the signal integrity, power 

integrity, and EMC in past decade, five best transactions 

paper or best conference paper awards in flagship journal or 

symposium. Besides receiving three consecutiv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from MoST (2010, 2013, 2016), Prof. Wu 

also obtain five prestigious recognitions from IEEE. They are 

IEEE EMC Distinguished Lecturer in 2008, IEEE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in 2009, IEEE Fellow in 2013,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in 2015, and Editor-in-Chief of IEEE 

Transactions on EMC (T-EMC) in 2018. It is worth mentioning 

Prof. Wu is the first Asian scholar who is nominated as the 

Editor in Chief of T-EMC in past 60 years.

B. Contribution to Industry:

Our research have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worldwide industries. The impact of my past 20-year research 

to industrial community can be summarized in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a) Project Collaborations: 

Since I joined NTU in 2005 up to now, my research group 

has been granted 42 projects from industries with total 

funding around 2 million USD. It is about 40% of my total 

founding in past decades. The industry partners include 

many world-leading companies, including Intel, TSMC, 

Broadcom, ASE, MediaTek, ASUS, MSI, RealTek, Etron, 

Novatek, etc. The topics widely covers modeling, design, 

and experiments for signal integrity, power integrity, EMI, 

or RFI in wireless/computer chips, packages, modules, 

or systems. Most of industrial partners well obtained 

the know-how or technologies they need from our 

collaborations. 

(b) Patents License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red: 

Our research have been grated 43 patents covering the area 

of US, EU, Japan, Taiwan, etc, where 20 of them is US 

patents. The strongly linked patents portfolio well protects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EBG and CMF technologies 

developed in past 20 y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licensed patents, including Intel, Kingcore, EMPass, and 

etc.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fter 2-year collaboration with 

Intel since 2010, Intel finally pay the license fee in 2012 

and get the right from NTU to practice our technologies 

in Intel's future computer platforms. This license fee is the 

highest one in 2012 in NTU. 

(c) Startup Company: 

To contribute more to industry, several PhD students 

from my group and I founded a startup company, EMPass 

technology, since 2016 with NTU being the co-founder. 

EMPass aims to be the world leader on solving the 

EMI/RFI problems for wireless and electronic system. 

Fortunately, EMPass efficiently achieved breakeven at the 

end of 2017, and become profitable in 2018. The valuation 

of EMPass has reached 200 million TWD in 2020.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remendous increase of speed 

of electronic circuit and systems, Prof. Wu will continuously 

involve in solving the signal integrity and EMC/RFI problems by 

develop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which would advance our life 

and humanity.

idea of planar electromagnetic bandgap (EBG) structure was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GHz noise problem since 

2004 which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in global community. This 

creative technology published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Advanced 

Packaging, which is the flagship journal in electronic packaging, 

received the Best Transaction Paper Award in 2010. In addition, 

our another paper investigating the evolutions of the EBG PDN 

received the 2015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in IEEE EMC 

Society because this paper has highest citation for all 700+ 

published papers in past 5 years in IEEE T-EMC. 

Prof. Wu joined E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ince 2005. Based on metamaterial transmission line 

theory, a novel common-mode (CM) noise suppression filter was 

developed and realized with an ultra-compact size to solve the 

EMI/RFI issues on high-speed differential systems. 43 essential 

IPs are globally deployed, which includes 20 US patents. The 

CM filter technology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world-leading 

computer industry, such as Intel, Dell, Asus, Qualcomm, etc, and 

enable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my group. Furthermore, Intel 

licensed our patents in 2012 with record high license fee in NTU 

at that year. Beside Intel, our essential IPs also licensed to first-

tier Taiwan-based companies, such as Asus, Inventec, Pegatron, 

etc. The accumulated license fee is over several tens million 

NTD. A start-up company, EMPass Technology, was founded in 

2016. Due to the unique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for solving the 

challenging EMI and RFI problems. I am so proud of my students 

who could transfer the academic outcome to commercial products 

for advancing technology for humanity.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058 05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並堅持到底

Do what you feel in your heart is the right thing and be persist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評審評語

長期鑽研熱傳與流力現象，將研究成果整合材料知識應用

於資通產品之熱管理，也整合生醫知識於快速核酸檢測

機臺並成功獲證，運用於新冠肺炎核酸檢測，貢獻卓著。

The awardee has been investigating thermal and fluid 

phenomena for years, integrating both material and thermal 

knowledge applicable to the thermal management of ICT 

products, and applying natural convection mechanics to 

a rapi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latform, that received 

EUA certificate by TFDA for COVID-19 virus detection. 

The awardee's academic achievemen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both thermal management and biomedical 

device industry. 

學 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中國工程學刊機械組　　　　　　　　召集人

科技部科研成果創業計畫評審委員會　總召集人

曾 任
台大嚴慶齡工業中心　　　　　主任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執行秘書

國科會工程處熱流暨能源學門　召集人

國科會應用科技小組航太領域　召集人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主任

陳 炳 煇 先 生
Ping-Hei Chen．62 歲（1958 年 8 月）

得獎感言

對於一個工程領域的教授而言，做研究的初心，就是希望所從事的研究結果能對產業有所貢獻，使知識化為技術，進而生產

為便利人類的產品。能獲得「東元獎」，表示與團隊努力的研究對產業之貢獻獲得肯定。往後仍繼續秉持初心，精進研究，

帶領團隊為臺灣熱管理與醫材產業轉型持續奮鬥。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獎」評審委員的賞識，願意將此獎項頒予長期投入產學合作學者，相信此舉將鼓勵更多教授

投入相關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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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眾人稱羨的人生勝利組，突然獲知至親罹患無法根

治的罕見疾病，在晴天霹靂之後，面對陰霾鋪天蓋地席捲

而來，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陳炳煇卻沒被

老天爺重拳偷襲倒地，而是在快速重整思緒後，振奮雙臂

撥開滿天烏雲，從微機電研究跨域挑戰生命科學，鑽研疾

病檢測診斷技術，透過及早診斷，協助病患及早接受治療，

預防病情惡化。因為他不希望自己和家人輸給命運，更不

願再看到有人被僅有的百萬分之一的不幸偷襲。他更因此

把研究視野從小我延伸到大我，奔波於各大學校園探尋可

以讓臺灣產業站上世界舞臺的新創團隊，為自己圓夢，也

為臺灣的未來追夢。

書香世家隔代教養  最高學術殿堂一門三傑 

談到陳炳煇，就不得不提在臺灣大學名號響叮噹的「陳

氏三兄弟」。陳炳煇在家裡排行老三，老二是臨床醫學研究

拒絕向NO俯首稱臣 瞄準全球跨域出擊的挑戰者 採訪撰稿 / 鄭淑芬

所教授陳培哲，老么陳東升是社會學系特聘教授，各自在工

程科學、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頂尖拔萃，也是臺灣大學創校

百年來第二例「一門三傑」。原來陳家在臺中沙鹿是書香門

第，家學淵源，沙鹿區公所編撰的「當今時人」耆碩篇還收

錄陳炳煇祖父的生平事蹟。 

因父母親在北部經商，陳炳煇四兄弟自幼即由住在沙

鹿的祖父母「隔代教養」。受日式教育的祖父陳五常家教

甚嚴，即使是寶貝金孫也要每天清晨六點起床，做完體操，

接著灑掃庭除，再幫忙清掃門外的馬路和公共水溝，全年

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大年初一這天放假。每天放學做完功課，

還要練習書法半小時。祖父的書法堪稱一絕，沙鹿玉皇殿至

今仍保留陳五常諸多題詞；二哥陳培哲受其薰陶，書法在學

界頗負盛名。

除了教導他

們自律、專注、

毅力與恆心，祖

父嚴以律已與寬

人利他，成為陳

炳煇涵養修持的

典範；慈祥和藹

的祖母則是大家

公認的「賢妻良

母」。祖父母家

教嚴格，卻從不

打罵孩子，「祖

父總是以身作則，求知欲旺盛，活到老、學到老。」陳炳煇說，

以前三兄弟練完書法後，祖父總會搬出黑板，叫孫子們教他

注音符號ㄅㄆㄇㄈ。

也許因為這樣，陳炳煇的父執輩都很優秀，「我爸爸是

成功大學化工系畢業、二叔、三叔都是臺大醫學院、大姑姑

臺大護理系、二姑姑師大音樂系。」陳炳煇這一代也出了五

個博士。 

留美學術血統純正  超薄均溫片揚名 MIT　

三兄弟上國中後，就被父母接回臺北，陳炳煇求學一路

順遂，臺大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後，負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攻

讀碩、博士。他說，在美國留學是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風

光明媚的明尼蘇達州是「萬湖之州」，念書做研究閒暇之餘，

就去釣魚，生活非常愜意。

他的指導教授 Prof. Goldstein是美國國家工程院的院士，

除了是明尼蘇達大學機械系系主任，還身兼美國機械工程學

祖父過世前的墨寶：

兒女省親回故鄉，天倫聚首樂洋洋、

歡娛時間匆匆過、轉眼驪歌空惆悵。
與祖父、兩位兄弟合影。

超薄可撓熱管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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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工作繁忙分身乏術，指導學生僅看研究大方向，加

上碩士學位是在物理系取得，也因此鼓勵學生做跨領域研

究，讓陳炳煇養成獨立思考能力，奠定跨學科整合研究基礎，

為日後投入醫材研發埋下伏筆。 陳炳煇更引以為豪的是，

指導教授「很厲害」之外，熱傳導領域的重要參數「Eckert 

number」（埃克特數），就是以「師祖」Eckert 的姓氏為名，

表彰他的學術貢獻。

陳炳煇在拿到博士學位前半年，母校臺大就召喚他回國

任教，等於還沒拿到學位就有教職虛位以待。陳炳煇當年博

士論文做飛機引擎研究，但回臺後發現「國機國造」政策轉

向購買海外機種，相關領域研究經費大幅減少，便轉而投入

冷凍空調研究。此次得獎讓他想起當年東元電機曾邀請協助

改善室內機噪音問題，雙方其實結緣甚早，合作更是愉快。 

繼冷凍空調之後，又陸續研究微機電、生物晶片、微流

道晶片不同領域等，陳炳煇說，透過研究落實理論開發出產

品，是科學家最美好的收穫。以熱流研究成果為例，技術移

轉奇鋐與超眾兩家公司開發出超薄均溫片與超薄熱管，成功

協助兩家公司躋身全世界前五名散熱模組廠商。「現在全世

界均溫片做得最好的前三名公司都在臺灣！」陳炳煇拿出手

機、平板跟筆記型電腦等三個不同尺寸均溫片，難掩驕傲的

說，「這薄薄的一片就有我的技術！」

獨子罹患罕見疾病  跨域研究生物分子檢測

旁人都認為陳炳煇是人生勝利組，他也坦言，從小到大

都順風順水，沒遇到什麼挫折。但兒子在就讀大學時，被診

斷出罹患罕見疾病，卻瞬間讓他從雲端跌落谷底。然而他並

未因此被擊倒，反而決定挺身對抗病魔，轉而投入生物分子

檢測研究，「我知道兒子的病很難在發病前就診斷出來，目

前也無法澈底根治，但還有很多疾病是可以診斷的，我希望

能夠找出更好的方法，可以幫助其他的人。如果可以做其他

疾病的檢測，說不定慢慢的精進成熟，到最後可以用來檢測

我兒子的病。」

「這是嚴重貧血的跡象！」陳炳煇回憶那年在每星期日

固定陪母親吃飯的家族聚餐，二哥陳培哲的話如同晴天霹靂

當頭轟下。陳培哲發現姪子的眼睛竟然沒有半點血絲，當場

憂慮的提出警訊。陳炳煇夫妻帶著兒子到醫院詳細檢查，證

實罹患罕見疾病「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簡稱 PNH）」。

PNH 發生機率僅百萬分之一，因免疫系統異常攻擊紅血球，

導致血紅素下降，引發貧血、易喘等病徵。醫生告訴陳炳煇，

PNH 病患有三分之一仍可以維持造血功能，三分之一會出現

先天造血功能不良，三分之一可能變成血癌。

兒子雖然是屬於第一種，卻無法完全治癒，過去僅能仰

賴輸血，現在則有抗體療法，但兩星期就要打一次針，讓血

紅素維持正常。陳炳煇說，生物分子檢測研究連二哥都不看

好，但他就是不肯向命運低頭，累積多年跨領域整合技術經

驗，終於開發出病毒檢測感測器，還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

獎」的肯定。「這個技術雖然無法檢測 PNH，但我如果沒有

踏出第一步，就無法解決後面更難的技術問題。」為克服開

發產品面臨封裝困難瓶頸，陳炳煇更積極跟臺灣熱管理廠商

與醫材公司合作，專程出國觀摩國外廠商研發方向，鎖定朝

核酸檢測平台與資通訊產品的熱管理產品著手。

三度碰壁仍堅持不懈  花開並蒂快篩新冠

儘管在偶然機會下，發現利用自然對流進行聚合酶核酸

反應增生，可以讓反應時間由傳統一個半小時縮減至十五分

鐘，增生後的產品也可用於病毒檢測。然而當陳炳煇興奮的

告訴陳培哲，第一時間就被他否決掉。但陳炳煇還是不肯放

棄，經過半年鍥而不捨的努力，證明這個方法確實可行，終

於獲得陳培哲的肯定，順利找到基亞公司合作展開商品化研

發，並向臺大提出專利申請經費補助。

沒想到好事多磨，審查委員評估認為，這個方法過於簡

單不建議補助，又被打了回票。幾經周折轉向說服基亞協助

申請全球專利，經過一年半終於獲得美國專利；但基亞專業

團隊認為這項技術沒有市場競爭力，又將專利授權給瑞基海

洋。皇天終究不忍辜負苦心人，瑞基不但把陳炳煇的技術發

揚光大，更成為臺灣第一個獲得 TFDA（衛福部食藥署）認

證，率先取得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藥證。 雖然研究開發的

聚合酶核酸反應增生技術，一路走來接連被否定三次，但陳

炳煇秉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並堅持到底」的信念，這份

執著終於讓他的研究開花結果。 

不過陳炳煇跨域探究生物科學並因未停歇，他希望這項

核酸檢測技術可以同步檢測 DNA 片段數，從兩段增加五到六

段、甚至更多，除了朝個人型居家檢測器發展，例如讓出現

感冒症狀的民眾，在家裡就可以自行檢測是否感染致命性流

感病毒，及早接受正確的治療以外，更不放棄繼續研發 PNH

感測器。對於跨領域發展，陳炳煇不但像個勇往直前的研究

冒險家，更是激勵學界創新技術創業領的領頭羊。

創新打造運動產業典範  科技化培育世界杯選手

終日埋首研究，打球是他最常的紓壓方式，打起網球就

像「拚命三郎」。被問到為什麼這打球都這麼拚？他帥氣回

答：「因為我不喜歡輸的感覺！」打著打著竟打出推廣發展

運動產業，翻轉臺灣運動產業的念頭。臺灣「網球一哥」盧

彥勳的胞兄盧威儒在臺大資訊工程學系念博士班期間，因緣

際會與陳炳煇成為無話不談的球友。「臺灣年輕運動員要有

家族第一代與第四代合照

與恩師 Prof. Goldstein 合照

與兒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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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就必須創新『營運模式』才能有突破性的發展。」看

到盧彥勳長期在海外南征北討，陳炳煇在心裡盤算著「總不

能讓他從球場退役後，也像其他國家隊選手只能到學校當體

育老師吧！」

「我希望盧彥勳可以建立臺灣發展運動產業的商業模

式，讓體育院校培育的學生和運動員真正發揮他們的專長，

而不是只能到學校當體育老師，結合營養、復健與運動心理

專業，透過高科技與大數據創造高附加價值的運動經濟，培

育可以打進國際殿堂的運動明星。」陳炳煇認為，運動產業

基本上是跟全球競爭，沒有國際比賽經驗豐富的頂尖選手，

瞭解全世界的競賽生態，很難開創新局，「盧彥勳剛好有這

樣的經歷，像戴資穎也是代表性人物，如果能夠由他們建立

運動產業商業模式，以後我國最好的運動員都可循同樣的路

徑發展，臺灣的運動產業就能夠跟全世界競爭。」

除了運籌帷幄協助盧威儒與盧彥勳兄弟成立網球學院，

陳炳煇過去四年透過科技部研究計畫，陸續協助二十四個研

究團隊募資二十五億元，鼓勵大學教授帶著新創技術走出校

創業。「這些公司多數創立不到兩年，我希望至少有一半能

夠上市上櫃。」陳炳煇曾在四年前統計分析，臺灣上千家上

市上櫃公司僅有十二家由教授創業，總市值接近千億；但國

內教授創業個案在過去幾十年僅五十個左右，就超過十家可

以做到上市上櫃，顯示教授們帶著技術走出校園，若能獲得

有充分的資金挹注，再結合專業的經營管理人才，創業成功

的機率比多數人高很多。

引領校園創新創業風潮  夢逐臺灣脫胎換骨

「大家都知道臺灣的產業只有一個護國神山―台積電和

半導體，其他除了 IC 設計，就是代工業。我們都在講轉業

轉型和人才培育，但如果不讓這些真正有技術的大學團隊出

來創業，要讓臺灣產業轉型都是空談。」過去幾年在專注個

人研究之餘，陳炳煇像伯樂般的到處尋找千里馬，把百分之

九十的時間都花在協助國內教授帶著科研成果創業。「我們

想的是怎麼樣讓這些技術團隊，真的變成很多隱形冠軍，在

每個特定產業的世界版圖都能夠獨領風騷。」

「我覺得這個是臺灣未來發展很重要的一條路！」陳炳

煇強調，「我們要幫臺灣產業轉型，幫臺灣的博士班和碩士

班學生找一條不是到台積電、聯電或聯發科工作的路。」若

能成功，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好學生在臺灣讀大學，跟教授帶

著技術到外面創業，創造世界一流的新創公司，成功之後再

提供資源回饋大學做研究，「如果能做到這一步，我覺得臺

灣的產業轉型和高等教育環境真的可以脫胎換骨。這個是我

最大的夢想。」這就是陳炳煇的認真執著，他總是說，「人

要做有趣的事情，因為有趣才可以投注心血；接下來就是做

有用的事情，思考什麼才是對社會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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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電機是國內極富聲望的公司，成立科技文教基金

會並設立「東元獎」，無疑是拋磚引玉，獎勵對產學合作

有貢獻者，並使其成為後學之典範，起而效尤。從設獎的

項目可見「東元獎」橫跨人文、科技，透過不同領域傑出

人才之貢獻，讓臺灣共生共榮、永續發展。對得獎學者而

言，獲獎雖代表肯定，但絕非是句點，而是社會責任之起

點。若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能鼓勵得獎學者持續研究並發

揮社會影響力，透過定期座談、演講，將獲獎者學思歷程、

研究熱情、社會責任等理念，與新一代學者傳承交流，相

信是基金會的責任，也是對得獎人之期許。此外，讓得獎

學者持續帶領團隊，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推進，並將研發

成果與產業實務相結合，定能讓臺灣所從事之研究在國際

上發光發熱，並讓臺灣的產業競爭力不斷向上提升。

成就歷程

臺大畢業後赴美至明尼蘇達大學 (U. of Minnesota)深造，

受教於 Prof. Goldstein 指導教授，教授是美國工程院院士，也

身兼美國工程學會的會長，工作繁忙無暇常常討論研究，養

成本人獨立研究思考能力，但由於心繫研究與家鄉，故獲得

博士學位後，就返國投身教職。

當年博士論文為飛機引擎研究領域，由於昔日國機國

造研究經費豐厚，但後來轉變購買海外機種後，相關研究經

費大幅減少，遂轉投入冷凍空調研究領域，也曾受邀東元電

機協助處理室內機噪音問題。但冷凍空調領域研究較為成

熟，難發表具創新性論文，爾後又轉入微機電、生物晶片、

微流道晶片不同領域，透過多年積累跨領域整合技術，進行

開發病毒檢測之感測器，此部分研究亦曾獲得科技部傑出獎

肯定。但此研究因封裝困難，難以技轉給廠商。自許對臺灣

產業有所貢獻，遂積極與臺灣熱管理廠商與醫材公司合作，

並前往國際展場瞭解領導廠商之發展方向，逐步鎖定核酸

檢測平台與資通訊產品的熱管理產品進行開發。首先跟普

生 (General Biologicals Corporation) 公司開發定量的聚合酶

核酸反應增生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平台，但難

以突破羅氏 (Roche) 藥廠專利，就放棄定量機台的開發。後

研究出利用自然對流的方式進行聚合酶核酸反應增生，讓反

應時間可以由傳統一個半小時縮減至十五分鐘，增生後產品

也可用於病毒檢測。但此方法經與陳培哲教授討論後，其專

業認為難以實踐，而我團隊經過半年努力證明方法可行，且

敏感度 (sensitivity) 夠高，特異性 (specificity) 夠好，遂由陳

培哲教授找基亞 (Medigen) 投入研發經費進行研究，並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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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分子的檢測

是國內最早將 CMOS 晶片、E-Beam 技術用於生物分子的

檢測，至於在 DNA 增生與檢測設備上，也提出單溫控自

然對流聚合酶連鎖反應增生 (PCR) 機制，並提出一系列論

文，讓該技術也可以達到類比羅氏 (Roche) 的定量聚合酶

核酸反應增生 (PCR) 機台，用於定量 DNA 檢測，此次對

COVID-19 疫情的核酸檢測也有具體貢獻。

核酸檢測 (Nuclei-acid detection) 的研究共授權三家廠商，

分別是基亞、基亞再授權給瑞基海洋、普生。專利授權給

瑞基後，瑞基將該技術開發成完整的檢測產品，是臺灣第

一家獲得 TFDA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而專案通過 (EUA) 的核

酸檢測機台製造許可，同時捐出五台自動化核酸檢測平台

給國家疫情指揮中心，放置於離島使用，而瑞基公司的營

業額近兩年都倍數成長，股價也躍居農業股股王。

在表面改質用於超薄均溫片或熱管的技術，則授權給奇鋐、

與超眾兩家公司，這兩家公司在超薄均溫片與熱管的產值

穩居全世界前三名。

研究展望

為了堅持做對的事，未來將繼續原研究領域，並期盼與

時精進、不斷突破讓定量聚合酶核酸反應增生 (Q-PCR) 可以

整合萃取 (extraction) 跟純化 (Purification) 技術，並進行微小

化，讓民眾在家便可自行操作檢測相關疾病。另外，也躍躍

欲試讓超薄熱管可以自由撓曲，以用於可摺式資通訊產品的

散熱 (Heat dissipation)，更希望透過基礎沸騰的研究，進一步

提升超薄熱管的性能。

除自許能具有創意與前瞻的產學研究，對臺灣產業有所

助益，更期許精進研究、發表頂尖期刊論文，透過傳遞尖端

知識發揮社會影響，但不忘研究與教學初心，繼續培育臺灣

科技人才。

灣大學申請經費提出專利送審，但經審查後委員評估認為方

法太過簡單，不建議補助，多次波折再請基亞協助申請全球

專利，經一年半獲得美國專利，但基亞公司內部專業團隊認

為此項技術不具市場競爭力，因此將此專利授權給瑞基海洋

(GeneReach Biotechnology Corp.)，瑞基將此技術發揚光大，

所開發機台為臺灣第一個獲得 TFDA 認證，率先取得新冠肺

炎病毒 (COVID-19) 核酸檢測藥證。

由此可看出研究之路並非平坦順暢，雖有波折與阻礙，

但秉持堅持才有獲得成功的機會，所以縱使研究開發之聚合

酶核酸反應增生技術，研究過程中被否定三次，但因著堅持

終於開花結果。

具體貢獻事蹟

主要研究貢獻在下列二類領域：

1. 熱管理技術

包含各類熱管 (heat pipe)、奈米流體 (nanofluid) 的應用與物

理特性、奈微米結構表面改質對沸騰與冷卻的影響，在論

文發表上也能提出領先國內學界的技術或創意。

針對熱對流核酸檢測試管注射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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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ECO Electric and Machinery corporation is a world-

renowned Taiwanese company and founded th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at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he 

foundation awards senior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s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industry and inspiring young researchers to 

follow their footsteps.

The TECO award not only recognizes the awardees' direct 

contribu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to the companies and the 

industry at large, but also value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aiwan. The award seeks to encourage the 

recipients to continue their academic excellence as well as their 

effort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and prosperous Taiwan. The 

foundation recognizes the tremendous accomplishment of all the 

awardees and expects even greater achievement in their future, 

as well as their duty to affect the society at large in a positive 

manner.

The foundation invites the awardees as keynote speakers 

in its regular seminars for young scholars o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passion in academia, as well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the society. One paramount mission of the 

TECO foundation is to create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between 

senior and junior scholars so that precious experience, passion 

for research, and a sense of duty to society can be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addition to duty and legacy, TECO award aims to push 

all awardees to lead their teams to achieve even greater heights 

in research, better apply their research to industry needs and 

problems, garner more international exposure in the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and eventually help Taiwanese companies 

to gain better competitive edge in their competition with global 

companies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Since my parents were busy in taking care of their business, 

I and my two brothers, Prof. Pei-Jer Chen and Prof. Dung-

Sheng Chen, were all raised up by my grandparents. All of us are 

professor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wan. We grew up 

in a suburb near Taichung city. My grandparents disciplined us 

well. We woke up early at 6:00 AM, did exercise, and cleaned up 

our house and the public areas every day. After school, we were 

asked to practice calligraphy for half an hour daily. Such a training 

does make us self-disciplined, focused, and persevera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NTU, I went to Univ. of Minnesota to 

pursue my Ph. D. degree. My academic advisor is Prof. Goldstein, 

a member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of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esident of ASME. He was too busy to give any guidance 

on my research. Nevertheless, it gave me the chanc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conduct research independently. 

Since Taiwan is my home country, I felt the need to 

contribute my knowledge to my country. After my graduation 

from Univ. of Minnesota, I went back to Taiwan as th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NTU. Because 

Taiwan's government tried to develop their own fighting aircraft, 

I was awarded a research grant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gas turbine engine highly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topic of my Ph. 

D. thesis. Unfortunately, the efforts to develop advanced fighting 

aircrafts were ended because both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agreed 

to sell fighting aircrafts to Taiwan. 

I had to switch my research areas from gas turbine engine 

to air-conditioning and refrigeration. I did some research projects 

on air-conditioning with TECO to reduce the noise of indoor-

unit of split-type air-conditioning. However, air-conditioning 

area is a quite mature research area;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publish 

innovative research papers in this area. I decided to switch my 

research area to MEMS, biochips and microfluidic devices. I was 

able to integrate biological materials and mechanical knowledge 

表面改質的沸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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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to develop biochips for virus detection. My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area was recogniz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and was awarded with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 In spite of that, the biochips encountered 

packaging problems and the technology for developing biochips 

was unable to be transferred to companies for furthe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apply my knowledge to some commercial 

products, I worked closely with Taiwan's companies in areas 

of both biomedical device and thermal management units for 

ICT devices. I attende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of thermal 

management units and biomedical devices quite often and found 

some niche areas in platform of nuclei-acid detection or heat pipes 

for mobile devices. On the platform of nuclei-acid detection, I 

was granted an industrial-academic project by MOST to develop 

a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achine (Q-PCR) with 

General Biological Corporation. This development met a major 

obstacle which might infringe the patent held by Roche. In an 

accidental occasion, I found a unique approach by using natural 

convection mechanism to replace the thermal cycling process 

in traditional PCR machines. It tremendously saves the time to 

duplicate amplicons that are used for DNA detection from one and 

half hour to 15 minutes. 

In the beginning, Prof. Pei-Jer Chen (a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of NTU), rejected my idea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After half a year effort, I and my Ph. D. student 

have proved that this technology can detect virus with not only 

high sensitivity but also excellent specificity. Prof. Pei-Jer Chen 

persuaded the president of Medigen to provid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conduct further research. Later, I submitted the applications to 

NTU to file PCT patent. However, it was rejected by NTU due to 

its simplicity of technology again. Medigen decided to support all 

the application fees to file the PCT patent. Nevertheless, Medigen 

decided not to develop this platform even that the patent was 

gra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The 

objection was from the core team of Medigen for developing PCR 

platform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again. Instead of developing the 

platform by Medigen, the patent was transferred to GeneReach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GeneReach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rapid PCR platform that was granted the first EUA approval by 

TFDA for manufacturing the PCR platform to detect COVID-19 

virus. All the above gave me a great lesson that it is not an easy 

route to turn the research outcome into commercial profits. 

Without persistence, there is no chance to be successful. Our 

technology for developing PCR platform was denied three times 

by my own brother, my university, and my financial supporter and 

eventually was applied into commercial products because of my 

determination of not giving up.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he mai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areas. 

The first area is related to therm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for 

example, the thermal performances of heat pipes and nanofluid, and 

the effects of nanometer surface modification on boiling and cooling. 

Regarding academic publications, my innovative techniques and 

creative ideas remain the far and away leader as well.

The second area is the detection of biomolecules. It is 

the first domestic biochip of using CMOS chips and E-Beam 

technology on the detection of biomolecules. As for DNA 

amplification and detection equipment, single temperature-

controlled natural convection 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mechanism is discussed. Meanwhile, a series of papers were 

proposed about the technology analogous to Roche's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nucleic acid reaction (PCR) machine for quantitative 

DNA detection, which br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nucleic acid 

detection for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nuclei-acid detection (Nuclei-acid detection) research 

result with the natural convection mechanism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wo manufacturers, Medigen, and GeneReach. After the patent 

was licenced to GeneReach, GeneReach has developed the 

technology into a complete diagnosis product for COVID-19 virus 

detection. It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company to obtain a nucleic 

acid diagnosis machine manufacturing license approved by the 

TFDA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company also 

donated five automation nucleic acid detection machines to the 

Nation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They are now placed on 

the outlying Islands. GeneReach's revenue has grown double in 

the recent two years and its stock price has become the king of 

agricultural stocks. 

The technology for surface modification used in ultra-thin 

temperature equalizers or heat pipes is licensed to AVC and CCI, 

who rank among the top three in the world in the output value of 

ultra-thin temperature equalizers and heat pipes.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To continue on doing the right thing, we will still focus on 

the original research field in the near future. Meanwhile, my team 

and I will keep on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we will try to mak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nucleic acid reaction (Q-PCR) integrate 

the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to miniature the 

technology so it can be easily operated at home. Secondly, we'll 

work on the research of ultra-thin heat pipes' bending freely for 

the heat dissipation of foldable mobile products. Finally, we'll be 

furthe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ultra-thin heat pipes through 

basic boiling research.

Besides providing innovative and forward-thinking industry-

academy cooperation research, which bring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ese industries, I a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diligently 

researching, publishing top journal papers, and spreading social 

influence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cutting-edge finding. 

Simultaneously, I will keep on do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to 

nurture Taiwanese technolog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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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跳脫思維，虛懷若谷，積極進取。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being humble and ac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胡 竹 生 先 生
Jwu-Sheng Hu．58 歲（1962 年 9 月）

評審評語

深耕機械領域之機器人智慧製造及電動自駕車輛研究近

三十年，學術研發成就享譽國際；藉由機電整合研發授權

促成新創產研合作，對提升國內企業升級轉型貢獻卓著。

Dr. Jwu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ield for nearly 30 years and deeply engaged in robotic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lectric and self-driving 

vehicle research. His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r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through 

mechatronics integration R&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o promote start-up companies as well a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學 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機械工程學系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

現 任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所長

曾 任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系　　　　　教授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副執行長

臺灣精密工程學會　　　　　　理事長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顧問及標準委員會主任委員

得獎感言

能夠得到「東元獎」的殊榮，要歸功於我的職業生涯上提攜我的長官，以及共事的同仁。特別是在交通大學電機系的同事與

學生，以及工研院機械所的同仁。他們給了我在專業上許多不同的科技面向，解脫我無法突破的思維，讓我在這幾年工研院

的工作上能盡力發揮。機械是工業之母，而機械業的許多產品如車輛，機器人，智慧機械，和半導體設備等，又是電機電子

與資通訊科技落地的重要項目。希望我的工作成果，能給予年輕學者與學子一些啟發，並且為機械相關產業的提升，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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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月 4日對臺灣開發自駕車是一個劃時代的里

程碑，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拿到全國第

一張自駕車牌照「Taiwan No.0001」，正式在「開放場域」

上路！重要推手 - 所長胡竹生在短短四年內，號召機械、

車輛電子、電機和資通訊等技術人才打造出自駕車的黃金

陣容，看好 MIT 研發實力，日本、瑞典大車廠爭相與工研

院合作。機械所的機器人觸覺、機器手臂、無人機等榮獲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等四項國際獎項。胡竹生更將政府科

技專案補助與民間收入的比例，由原本的 1:1 大幅提升為

1:2，眷村子弟胡竹生努力打造科技冒險者的天堂，讓臺

灣科技產業高飛 ...

刻苦的生活與教育  涵養成功之心志

胡竹生的父親是江西人，隻身跟著部隊來臺，在新竹

空軍基地擔任地勤人員，負責飛機維修工作，胡竹生是家中

老大，也是唯一男丁，下面有三個妹妹，一家人住在大鵬二

村，小小年紀的胡竹生就是個孝順又體貼的大哥哥。「我從

小生長在眷村家庭，和大部分的眷村孩子一樣，生活都很刻

苦。在家庭即工廠的年代，為貼補家用，小時候就跟母親一

起在家做聖誕燈泡、纏鎢絲，或是到工廠包裝米粉等。我曾

在國中暑假去建築工地打工，也在升高中前到鐵工廠操作有

危險性的機器。這些經歷都讓我了解勞力工作的辛苦，父母

親也期待我可以努力念書，追求成就。我在新竹高中、臺灣

大學，以及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求學歷程，分別受到這三個優

異學府不同學風的薰陶，以及與許多優秀的同儕切磋。在新

竹高中每年我們都要通過十八尖山越野賽跑的考驗，音樂不

飛天跑地臺灣 No.1  勇闖無人世界的冒險者 採訪撰稿 / 鄭淑芬

及格還得留級，同時畢業時必須能游泳五十公尺以上。學校

的這些規定對我有很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翻山越嶺的賽跑，

我仍記得快跑回終點時那種幾乎要崩潰但又必須堅持下去的

感覺。」

胡竹生說，小時候母親在電子工廠當女工，有一次他

去工廠找媽媽，剛好撞見工廠的人在罵我母親，工廠的人

看到我，連我也一起罵 ...。胡竹生體認到「Knowledge is 

power」，不想做低階的工作，一定要靠知識，獲得知識的管

道就是升學，升學才是突破現狀唯一的道路。

柏克萊時期奠定研究基礎

胡竹生體認到要發奮圖強、力爭上游，不負父母期望，

一路從新竹中學唸到臺大機械工程學系，並且透過父母親的

支持負笈柏克萊加州大學，與來自全世界的優秀學子切磋學

問，期間親身體驗美式高等教育快速的步調與壓力。老師上

課的進度很快，設定的標準又高，自己必須克服語言障礙及

對環境的不適應，奮力的跟上進度，這帶給我前所未有的衝

擊。邏輯辯證與全面性思考等在臺灣求學階段最缺乏的訓練，

在這裡像補足生命與能力的缺口一樣填補起來。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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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自然就會善用當年鍛鍊出來的能力，

抽絲剝繭去分析並找出解決辦法，這與接觸到嵌入式即時作

業系統，同樣皆是在柏克萊時期最重要的收穫。

在美國念書時，胡竹生受到恩師富塚誠義很大的啟發，

誠義教授是早年日本慶應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高材生， 

是名氣很大的天才型學者。誠義教授認真的工作態度，對於�

究與論文的成果力求完美，鉅細靡遺。積極追求創新突破，

即使對既有議題也不停用各種面向去思考其可能的發展方

向。數理邏輯能力很強，分析問題的條理給學生很重要的影

響。胡竹生說「他有很大的帶動力與影響力，讓人想要跟上

他。」胡竹生推崇他勤奮、努力、聰明、睿智，且忠於工作，

風範令人敬佩與景仰。

自己的目標自己訂  用自己的羅盤畫出自己的地圖

胡竹生於 1994 年學成歸國，並選擇到新竹的交通大學

電機系任教。學界盛傳他的實驗室很難進去，但只要進得去，

紮紮實實的訓練過程就一定能學有所成。

胡竹生建立了一種認真學習的實驗室精神，學弟耳濡目

染，自然傳承著學長的精神，實驗室雖然「很操」，必須「奮

戰到很晚」，但搶著進門不怕吃苦的學生仍然很多，所以只

要是研究團隊有建立威信與原則，而且方法對了，團隊與個

人就會有能力自訂目標，實驗室的精神自然可以讓研究有豐

碩傲人的成果。

胡竹生教學秉持的原則是學生必須要自己訂目標，他只

是在過程中從旁協助學生，他認為在訂定目標的過程中，就

是一種學習，他給青年學子的建議是「不要期待別人給你地

圖，而是要用自己的羅盤畫出自己的地圖。」果然強將手下

無弱兵，帶領的研究團隊參加競賽均能拿到很好的成績，還

曾在 2006 年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辦理的第一屆東元機器人科

技競賽中奪得冠軍的榮耀。 

感謝張所鋐提拔 接掌機械所成績亮眼

2008 年，工研院機械所「慧眼識英雄」，延攬胡竹生擔

任技術顧問、總監，帶領機器人技術研發團隊，結合產業政

策投入科專研發計畫，歷經十年耕耘，逐步札根製造業根基

之工業機器人相關產業所需模組與系統技術，並建構機器人

實驗室、開發多項自動化相關技術。

回首來時路，胡竹生最感謝工研院副院長張所鋐，2015

年，張所鋐升任副院長，推薦他接任機械所長，他定調機械

所研發兩大主軸：智慧製造與智慧車輛，朝智慧化、綠能化、

精微化願景目標邁進。執行策略致力於兩大目標：一是將產

業服務與技轉營運大幅超越政府科專研發經費。二是研發具

差異化與國際水準機械與機電技術，承接國際大型委託技術

服務，以及啟動臺灣在創新技術產品的供應鏈。

一談到工作，胡竹生眼睛炯炯有神、充滿自信：「這個

工作成就感十足，格局又大！」因為工研院不是以賺錢為目

的，而是以創造科技產業為目的，雖然不見得馬上收立竿見

影之效，但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不到六

年，胡竹生將政府科技專案補助與民間收入的比例，由原本

的 1:1 大幅提升為 1:2，等於民間收入增加一倍以上，機械所

儼然成為工研院的金雞母。

催生自駕車  日本、瑞典汽車大廠爭相合作

胡竹生說，工研院扮演技術的開源者，團隊群策群力開

發技術，技轉成產品，此次獲得「東元獎」，他打趣說道：「我

不要獎品，我要產品，產品才能造福人類！」胡竹生最為人

稱道的是，在四年內，號召機械、車輛電子、電機和資通訊

等技術人才打造出自駕車的黃金陣容。

這個夢幻團隊不禁讓人讚嘆「美國有 Musk，臺灣有胡

竹生！」2019 年 9 月 4 日，機械所拿到全國第一張自駕車牌

照「Taiwan No.0001」，正式在「開放場域」上路，這天剛好

是胡竹生的生日，他笑說：「純屬巧合！」機械所的自駕車

在通過臺南沙崙封閉場域的六十四種情境功能測試後，方才

獲得交通部認可，讓自駕車能夠在新竹南寮的開放環境中行

駛，這過程有如母親懷胎十月，終於生下嗷嗷待哺的新生兒。

胡竹生說，機械所未來除了持續提升自駕車的性能外，

下個目標是進一步串聯車輛零組件、車用電子與半導體資源，

帶動臺灣自駕車產業鏈蓬勃發展，更重要的是與國際供應鏈

接軌。看好工研院研發實力，日本、瑞典等國際大車廠爭相

與自駕車團隊合作。

工研院機械所獲准台灣第一張在開放環境的自駕車測試車牌

新竹市長林智堅親自出席自駕車南寮試運行記者會

從張所鋐所長手中接棒機械所

2003 年美國丹佛市參加會議與指導教授（中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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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機器人「觸覺」皮膚  保障人類安全

機械所研發的 AI 人工智慧也有重大的進展，幾年前研

發鋼鐵人下肢外骨骼機器人，透過將機電技術跟人體做結合，

不只照顧身障朋友，未來也將應用在自動化的工作場域，提

升人的工作能力，舉凡「危險、骯髒、無聊」的工作，都可

以讓機器人代勞。

機械所新創開發機器人皮膚的公司，機器人的觸覺攸關人

類的安全，當人進入機器人的工作區域時，機器人就是靠觸覺，

才知道何時停止運作，這是典型機電系統的技術展現，「安全」

是這家新創公司的首要任務，未來還會再擴大導入人工智慧。

無人機出國比賽拿獎牌  為國爭光

機械所的「高負載高續航無人機」宛如天上飛的大型機

器人，不但獲得美國消費性電子展創新獎；並入圍杜拜國際

無人機競賽。胡竹生難掩驕傲，機械所是亞洲唯一入圍的研

發團隊，除獲得首輪競賽獎金六萬美元，更進入三輪賽程，

為臺灣爭取總獎金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殊榮。

他分析，商用無人機市場潛力無窮，可應用於物流運輸、

農藥噴灑以及消防救災。其懸停與低空高負載作業功能可供

各產業廣泛應用，無人機可以做比較困難的委運工作，也可

以從事危險性高的工作，例如清洗高壓電塔礙子。

治軍嚴謹、賞罰分明  備受同仁愛戴

短時間交出傲人成績單，胡竹生有何過人之處？機械所

同仁透露，胡竹生是治軍嚴謹、賞罰分明的長官，屬下做得不

好一定不假辭色，但表現傑出也會獲得應有的獎勵。例如機械

所最近因表現優異，獲得工研院「營運精進獎」，胡竹生特地

跟院長劉文雄爭取讓員工放五天「榮譽假」，同仁們很開心

有此「德政」。胡竹生說，「做不好我一定罵人！我對事不對

人。」如果屬下踩紅線一定嚴辦，但有功他也不吝獎勵。

每天絞盡腦汁在工作上，胡竹生閒暇時喜歡跑步紓壓，

竹北頭前溪河岸常常可見他跑步的身影，他說，在同一個環

境下，沒辦法想出不一樣的事情，有時必須「放空」，跳開

手邊的事，讓頭腦「Do nothing」，看起來好像很難，但很重

要，跑步雖然很累、很消耗卡路里，但一趟汗水淋漓下來，

常常能激發很多不錯的點子。

推崇「東元獎」貢獻卓著  榮耀歸機械所同仁

胡竹生推崇東元電機是有聲譽、有地位、有品牌的企業，

「東元獎」的設立對國內學術界、企業界追求產業的落實，

是很大的鼓勵，希望未來能繼續辦下去。胡竹生強調，此次

獲得「東元獎」的榮耀是屬於機械所全體同仁，「感謝大家

總是配合我、容忍我」，胡竹生說，工研院近幾年來擔負很

多任務，非常辛苦，他們的 effort 應該要被看見，工研院就

像是打造科技冒險者的天堂，歡迎大家一起為臺灣科技產業

貢獻心力。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設立迄今二十七年，歷屆得獎人都是各領

域具卓著貢獻的人士，無論在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皆具舉

足輕重的地位。拜讀歷年產學研各界菁英成就，不但具有

捨我其誰的膽識，更是念茲在茲向下紮根技術專業與加快

研發腳步的重要性，這也是每一位得獎人最令人景仰的風

範。感謝「東元獎」讓臺灣社會充滿效法的楷模！期許與

督促本人將「東元獎」科文共裕服務社會人群精神延伸，

透過以人為本的學術研究與產業技術研發，提升產業實力

與國家競爭力。有感覺的機器人從這支開始

機械所研發的高負載高續航商用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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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大一時開始接觸電腦，學習程式語言，當時仍是用打卡

片上機跑程式。在大二時 (1982 年 ) 有位同學買了一臺 Apple 

II 電腦，我記得當時記憶體容量僅 512 KB。在一門高等力學

的課程，我和他就嘗試用 Basic 寫了一個程式計算結構振動

模態，並在螢幕上以圖形顯示，在課堂上造成轟動。在大三

時修呂秀雄教授的專題，因為看到他的研究生能用當時的「宏

碁小教授」控制機器，非常崇拜。那時候微電腦的相關資源

都很原始，尤其是設計工具以及與機器連接的周邊介面，但

是能用程式控制機器確實讓人很著迷。這些經歷就是我後來

選擇控制這個專業的主要原因。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時期，開始接觸到機械與控制領域的

專業理論，來自全世界的優秀學生，以及美式高等教育快速

的步調與壓力，給我前所未有的衝擊，特別是邏輯辯證與全

面性思考的訓練。同時期我繼續深入微電腦控制的各項實務，

甚至擔任課程助教，替實驗寫教材與操作程式。最重要的是

接觸到嵌入式即時作業系統，在當時仍是大型計算機的時代，

我很幸運的有這個機會去了解這項重要的技術。

雖然念的是機械系，但是回國後進入交通大學電控系

（現在是電機系）任教，再從同儕教授與學生身上，深入學

習電機與資訊方面的專業。我的興趣比較多元，這期間除了

研究外，我在系上創立了 DSP 實驗室與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同時出版了多本教材，教導學生如何在微電腦晶片上有效率

的寫計算程式，以及如何利用多工作業系統同時執行多個控

制任務。這些過程讓我更清楚的掌握控制與機電系統的核心

平臺。對我而言，整個控制系統的最後一塊拼圖－電力電子，

需要感謝我的同事鄒應嶼教授的啟發，經過多年的學習，我

不僅可以掌握實務技術，甚至能在 IEEE 的電力電子期刊上發

表論文。

因為這個背景橫跨了機械，電機與資訊，在 2007 年受

工研院之邀，合聘在機械所進一步提升機電方面的技術水準。

在 2015 年，當時延攬我的張所鋐所長榮升副院長，我很榮幸

的從他手上接任所長職至今。工研院為產業界與學術界之橋

梁的價值取向，給了我不同的衝擊。我認為最大的成長是讓

我從解問題的層次，拉高到定義問題的層次。尤其是我在面

對各領域專家時，必須在短時間內說清楚研究方向以及所要

機器人展向陳副總統親自解說機械所最新研發科技

向總統親自解說觸覺皮膚機器人順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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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價值，還要確實的產出這些價值。這些挑戰使我必須

在技術，產業價值，執行力，以及有限資源中間取得最大的

效益。如果我一直待在學術界，是不可能有這個成長機會，

這真的要感謝工研院對我的栽培。

具體貢獻事蹟

1994 年返國後，於國立交通大學電機系任教近三十年從

事控制與機電整合研究與教學，建立嵌入式系統與 DSP 教學

實驗室，培育高階實作人才，帶領研究生團隊多次於競賽名

列前茅，如 2006 年第一屆「東元機器人競賽」第一名。

2008 年工研院機械所延攬擔任技術顧問 / 總監，帶領機

器人技術研發團隊，結合產業政策投入科專研發計畫，歷經十

年耕耘，逐步札根製造業根基之工業機器人相關產業所需模組

與系統技術，並建構機器人實驗室、開發多項自動化相關技

術。而今在智慧自動化與智慧製造（工業 4.0）全球產業浪潮

衝擊下，培育團隊成立九家新創公司或新事業群，奠基我國產

業所需之關鍵技術支援，包括三家機器人相關新創公司：

一、福寶－機器人醫材輔具

二、原見－先進機器人觸覺感測

三、盟英－諧波減速機（機器人關鍵組件）

2015 年擔任機械所所長帶領全所團隊，由精密機械研發

領域立足，橫跨機電整合開發，持續深耕產業技術。定位機

械與機電研究所研發兩大主軸：智慧製造與智慧車輛，朝智

慧化、綠能化、精微化願景目標邁進。執行策略致力於：

一、產業服務與技轉營運大幅超越政府科專研發經費。

二、研發具差異化與國際水準機械與機電技術，承接國際大

型委託技術服務。

三、啟動我國在創新技術產品的供應鏈。

迄今於輕量化機器手臂、機器人觸覺、機器手臂絕對精

度、研磨拋光機器人、自主駕駛車、多旋翼無人機、全加成

式電路板製造、半導體微波退火及高效率馬達等科技，獲得

產業界肯定與支持。榮獲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等四項國際獎

項，首創我國在開放場域的自駕車實證運行，並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整合工研院資源，快速協助我國口罩生產達防疫

所需的量能。

研究或創作展望

工研院是我國重要的產業技術研發法人，其任務是將科

研成果轉換成產業價值。身為機械所的所長，我必須將執行

這個任務的能力持續強化。產業共創與新創事業將是兩大產

出方向，相關題目包含智慧製造，車輛電動化，自主駕駛，

半導體設備，期望能讓更多機械產業在技術與產品市場有更

大的發展。與個人相關的技術深化上，將專注於機器人與機

電系統的控制與智慧化議題，具體方向如奈米定位平臺的最

佳化控制，仿生機器手爪的高維度回授控制，以及能量束加

工的最佳化效能控制等。這些方向將連結在工研院與學術界

年輕的研究員與學者，培育下一代的接班人才。出席新創公司原見精機開幕典禮 與新創公司福寶科技團隊合影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090 091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It has been 27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CO 

Award. The past winners are talents with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various fields, and they have a pivotal posi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ity. Rea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elites 

from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over the TECO Award 

history, the awardees not only show the courage to undertake 

challenges, but als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depth 

and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is 

also the most admired styles they created. Thanks to the TECO 

Award for making Taiwanese society full of models to follow! I 

shall exte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culture co-creati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Through human-centered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R&D, I will work with others to enhance our 

industrial strength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 grew up in a military village family, and like most children 

in the military village, daily living was very difficult.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family income, I assisted my mother to pick 

up odd jobs from the factory at home, or went to the rice noodle 

factory to help pack rice noodles. I used to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of the middle high school, and 

went to the iron factory to operate machinery before entering high 

school. All these experiences made me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y 

of labor workers, and my parents expected me to study hard and 

pursue achievement. My studies at Hsinchu High Schoo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campus atmosphere 

from these three excellent institutions, and I had exchanged ideas 

with many outstanding peers. Every year in Hsinchu High School, 

we have to pass the test of cross-mountain race, satisfy the music 

course requirement for not repeating the grade, and must be able 

to swim more than 50 meters when we graduate. These school 

regulation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e, especially the 

race over the mountains. I still remember the feeling that I almost 

collapsed when I was running back to the finish line but I had to 

persevere.

I started to contact computers in my freshman year and 

learned programming languages. At that time, I still used punched 

cards to run programs. In my sophomore year (1982), a classmate 

bought an Apple II computer. I remember that the memory 

capacity was only 512 KB. In an advanced mechanics course, 

he and I tried to use Basic to write a program to calculate 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modes and display it graphically on the screen, 

which resulted a great attention in the class. I took Professor 

Lu Shou-Shiung's bachelor project in the junior year, because I 

admired very much his graduate students who can use the Acer's 

microprocessor platform to control the machine. At that time, 

the related resources of microcomputers were very primitive, 

especially the design tools and peripheral interfaces connected 

with the machine. But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machine with a 

program was really fascinating. These experiences are the main 

reason why I later chose the Control profession.

When I wa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 began 

to learn in-depth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rapid pace and pressur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gave me 

unprecedented impact, especially in logical and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I continued to go deep into the 

various practices of microcomputer control, and even served as 

a course assistant to writ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rograms for 

experimen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embedded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In the era of mainframe 

computers,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Although my major wa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I become a faculty member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now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From peer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I learned various 

subjects in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I established a DSP laboratory and an embedded system 

laboratory. I published several textbooks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write efficient computational codes on microcomputer chips, and 

how to use the multi-tasking operating system to perform multiple 

control task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processes allowed me to 

master the core platform of control and mechatronic systems. For 

me, the last piece of the entire control system - power electronics, 

was inspired by my colleague Professor Yingyu Zou. After years 

of study, I can not only master practical techniques, but also 

publish papers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Because this background spans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I was invited by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 2007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mechatronics in the Mechanical and Systems Lab. In 2015, 

Director Zhang Suohong, who was recruiting me at the time, was 

promoted to Vice President. I am honored to take over his position 

as the Director. ITRI's value orientation as a bridge between 

industry and academia has given me different impact. I think the 

biggest growth is for me to move from the problem-solving level 

to the problem-defining level. Especially when I face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I must clearly stat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value to be created in a short time, and then actually produce these 

與夫人出席兒子畢業典禮

教師節慶生（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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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These challenges make me have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benefit among technology, industrial value, execution ability, 

and limited resources. If I stay in academia, it is impossible to 

have this growth opportunity. I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opportunity.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in 1994, I worked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for nearly 30 years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ontrol 

and mechatronics integration. I have established embedded 

system and DSP teaching laboratories, cultivated high-level 

practical talents, and led teams of graduate students winning many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such a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first TECO 

Robotics Competition in 2006.

In 2008, the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 Systems Lab 

(MMSL)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hired me as a technical consultant/director. My contribution is 

to lead the robotics R&D team to investig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After ten years of hard work, MMSL 

established the largest robotic laboratory in Taiwan and produced 

many robotic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trend of smart automation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0), the laboratory has created 9 startup 

companies and new business group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key technical support to Taiwan industry. Among them, there are 3 

robot-related startups:

1. Free Bionic in exoskeleton robots, 

2. Mechavision for robotic tactile sensing, 

3. Main Drive for harmonic reducer (key component of the robot).

In 2015, I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MSL. The 

mechatronic and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ecision machinery capability. Under the 

two research directives: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smart vehicles, 

MMSL moved towards the vision of smart, green, and precision. 

My leadership enabled MMSL to achieve: (1) industrial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come greatly exceed govern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2)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technology 

with advantage differentiation,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commissioned technical services, and launching product supply chain 

for innovative technology. So far, technologies such as lightweight 

robotic arms, robotic tactile sensing, absolute accuracy of robotic 

arms, grinding and polishing robots, autonomous driving vehicles, 

multi-rotor drones, fully additive circuit board manufacturing, 

semiconductor microwave annealing and high-efficiency motor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Four international awards 

were awarded including the Top 100 Technology R&D Awards in the 

world. The self-driving technology was grated the first open field test 

license in Taiwan. During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I integrated 

the resources of ITRI to quickly assist the production of masks in 

Taiwan to reach the amount required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ITRI i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in Taiwan. Its mission is to convert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to industrial value. As the director 

of MMSL, I mus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Industrial co-creation and new business startup will be the 

two major outcomes. Related topics include smart manufacturing, 

vehicle electrification, autonomous driving, and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It is hoped that more machinery industries will have 

greater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markets. In the 

depth of personal-related technologies, I will focus on the control 

and intelligence of robots and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with 

specific directions such as optimal control of nano-positioning 

platforms, high-dimensional feedback control of bionic robotic 

grippers, and optimal control of energy beam processing, etc. 

These directions will connect young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in 

the ITRI and academia to cultivate the future leaders.

拋光研磨機器人已正式導入業界

工研院 47 周年院慶工研院經營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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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念恩、報恩 

知福、惜福、造福

Be grateful, keep in mind, and repay society.
Know happiness, cherish happiness, and contribute happine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mical Engineering / Material Technology

葉 均 蔚 先 生
Jien-Wei Yeh．66 歲（1954 年 2 月）

評審評語

發明高熵合金及開創高熵材料新領域，顛覆合金的配方

設計並賦予週期表新生命，產生多元的組合，應用於航

太、高端機械等產業，領導國際，成為世界所追隨的新

材料領域，影響深遠且貢獻卓著。

Invent "High-Entropy Alloys" and create the new field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esign 

of alloy composition and give the periodic table of elements 

new life; Generate multi-element combinations applied for 

industries such as aerospace and advanced machines; Lead 

the world in the new field with world-wide followers;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學 歷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學士

現 任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　　特聘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高熵材料研發中心　主任 

曾 任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　專任講師

得獎感言

回想高熵合金發明之初，許多人都不看好，曾有師長含蓄

地告訴我，國外未發展的最好不要做。我 2001 年以「高

熵合金」研究第一次向國科會申請前瞻奈米計畫時，就

有複審委員說「此計畫如果通過，將來可能會鬧國際笑

話。」，許多年後，我甚至聽到更重的評語是「高熵合金

應打入烏山頭水庫永不翻身。」。但是我天生喜歡創新和

挑戰難題，自信心強，即使與大家的方向不同，我仍可冷

靜堅持，不求近功，逐步達成目標。這期間，承蒙國科會、

教育部及工研院經費上的支持，才有今天的局面。 

今天能以高熵合金獲獎，首先感謝「東元獎」評審委員的

肯定，給我這份榮耀。我要感謝許多人，首先感謝參與的

研究生，做沒人做過的題目，獲得最創新的數據及成果，

感謝林樹均教授、陳瑞凱教授、金重勳教授、施漢章教

授、美國廖楷輝教授、美國空軍實驗室 Miracle 博士及印

度 Ranganathan 教授等，協助締造高熵材料新領域。感恩

劉仲明院長、陳力俊校長、彭宗平校長、劉錦川院士及王

佑曾院士等慧眼識英雄，肯定高熵材料。讓我無後顧之憂

的太太張秀慧老師、聰慧優質的三位女兒、女婿、六位可

愛的寶貝孫兒孫女以及生我育我的爸爸媽媽、指導我論文

的劉國雄教授，謝謝你們讓我能突破窠臼，引領世界高熵

領域。最後謝謝高熵材料研究中心陳妍華秘書用心的協助

我整理完備的申請資料，角逐「東元獎的榮耀」，如今在

化工 /材料領域獨獲此獎，是我莫大的安慰及榮耀。
結婚 40 週年全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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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像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在十七世紀因支持波蘭

天文學家哥白尼的「地動說」，遭羅馬教廷以違反聖經教

義判處終身監禁那般的委屈困頓，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

學系特聘教授葉均蔚為了研究高熵合金，屢遭國內學術界

冷嘲熱諷或打壓，歷程同樣備極艱辛。從被批評「高熵合

金應打入烏山頭水庫永不翻身」，到被譽為「高熵合金之

父」，二十五年沿路走來，無畏風雨，用自己的黃金歲月

為材料科學界淬鍊全新的合金時代。

神奇的金屬調合學  從國外紅回臺灣

「近年來先進國家引領材料的發展，高熵合金如何來自

臺灣？」《MRS Bulletin》（材料研究學會通報）專訪記者當

面提問葉均蔚，聽到這略帶歧視性的問題，雖然皺著眉頭在

心裡嘟噥：「明知道就是我做的，這樣問教我怎麼回答？」

還是不慍不火的說，「因為我在臺灣受很好的正統教育，對

世界重要的材料研究也很清楚，譬如鋁合金、鎂合金，又因

有科技部等經費的支持，所以自然就有這個實力在臺灣發起

這個新材料領域！」

打破千古煉金鐵律 開創材料學新領域的領航者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葉均蔚就像《論語》學而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

子乎？」守著自己的實驗室鑽研高熵合金多年，從不曾因「人

不知而慍」。在此之前，葉均蔚曾接獲《Nature》記者越洋

電話專訪，卻沒想過這通電話會讓他名聞天下。2016 年 5 月

19 日，《Nature》發表「多元金屬合成更強、更韌、更延展

的合金」專題報導，訪問多位世界知名學者闡述高熵合金的

緣起、發展歷程與未來展望，報導內容特別推崇葉均蔚為全

球創造出高熵合金的第一人，並以「神奇的金屬調合學」形

容高熵合金。

科技部也根據《Nature》報導，召開記者會向國人介紹

葉均蔚與其發明的「煉金術」，這樣的首次記者會距離 1995

年開始投入高熵合金研究，已足足超過二十年。旅居美國的

中央研究院院士、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名譽教授王佑曾看到

《Nature》報導，驚嘆臺灣竟有如此革命性的原創研究技術，

彷彿尋回滄海遺珠般的驚奇，建議科技部透過「研究成果萌

芽計畫」挹注資金，鼓勵葉均蔚利用高熵合金發展新創產業。

挑戰教科書不可能任務  鄉間小路靈思跳躍

「臺灣如果可以定義一個合金，而且讓全世界投入做研

究，葉教授絕對是絕無僅有！」工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彭裕

民在東元獎總評審會議讚嘆說。葉均蔚不僅開啟高熵合金研

究歷史新頁，更顛覆了傳統冶金學及材料科學製造合金的配

方觀念，「傳統合金都是以一個金屬元素為主，再添加少量

其他金屬元素，增加材料的強度、延展性等特性。從古代煉

金師的經驗傳承，到現代昌明科學的論點，都告訴我們加多

就是不行，我推翻了這個概念。」

傳統合金除了主要金屬，其他金屬若添加過量，材料就

會從硬變脆，以銅合金為例，銅加錫變成青銅，但錫含量不

能超過 25%，再多加就變脆，掉在地上可能碎掉。「總覺得

現有的合金，性能還不夠好，應該有辦法改進。」滿腦子時

刻想著這個問題的葉均蔚，有天開車經過新竹縣新埔鄉間道

路，準備從關西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到臺北時，忽然有個靈感

飄進腦海：「如果用多種金屬元素以接近等比例調配合金，

不曉得會怎樣？」

那日是 1995 年的五月天，葉均蔚還依稀記得路旁稻田正

含苞孕穗，滿眼的綠意盎然。從臺北回到新竹就直奔實驗室，

迫不及待告訴碩士班將升二年級研究生黃國雄，換題目改作

新合金觀念，取五種以上元素、以等原子比例的配方熔鍊。

「儘管教科書都說不可能，但我就是想試試看，總覺得應該

有可能，因為亂度高應會促進混合性。」葉均蔚坦言，黃國

開發無鈹合金取代貴且毒的無火花含鈹工具

將原料倒入感應加熱的坩鍋以熔解成合金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化工 / 材料科技
100 101



雄還沒有把熔鍊好的合金拿給他看之前，那幾天心裡一直忐

忑不安，掛念著到底能不能做得出來？做出來會不會很脆、

不耐磨等？

慧眼透視破碎玄機  沈靜布局科學論述

「老師，會裂掉！」黃國雄沮喪的看著手裡三片的金屬

塊，葉均蔚左瞧瞧、右看看各碎片，蜂湧的思緒在腦海裡飛

快輪轉，「既然碎片本身完整連續，而不是成碎粒，正顯示

了各元素可融為一體，只剩大裂的問題。在那麼的高溫下在

銅模中快速冷卻，難免產生應力互相拉扯，若熔的不夠均勻，

就像果汁沒打均勻，會結塊飄浮在裡面，這將導致應力集中

造成破裂。」側著頭沈思幾秒之後，不但沒有面露失望，反

而微笑點點頭跟黃國雄說，「同樣的材料再多熔幾次會更均

勻，應該沒問題。」果然不到幾天，全世界第一塊高熵合金

在葉均蔚神奇的預期下，悄悄在清華大學材料科技館三樓實

驗室誕生。葉均蔚也吃了定心丸，即刻直覺到：「天生我材

必有用，既然能熔成材料，就有它的特性、現象及可能的應

用可以研究。」。

這原本應該是石破天驚的實驗成果，葉均蔚卻沒有敲鑼

打鼓到處宣揚，他很清楚僅是單獨個案實驗成功，很難撼動

傳統合金的科學理論，唯有實驗找出更多成功案例，才能證

實他不是離經叛道，而是離經「創」道。葉均蔚接連開發超

過四十個配方讓黃國雄做實驗，成功熔鍊出各種不同性能的

高熵合金，「我很有信心這個東西只要公開發表論文，一定

會造成轟動。臺灣的教授資源有限，發表論文把這個觀念洩

露出去，全世界聰明的科學家看到，都會跳下來做，尤其是

像美國等科技強國，人多、經費更多，設備更好，做得更快，

馬上就把我們淹沒掉。」

「我把種子埋在土裡，大家都看不到，慢慢灌溉。」葉

均蔚像個「墾荒的育種者」，從零開始規劃高熵合金研發藍

圖，「一定要讓這顆種子在臺灣發芽，茁壯成樹，開花結果。

因為我在國立大學教書，領的是納稅人的錢，不能蹧蹋這個

可以讓臺灣影響全世界的機會。所以在樹長大之前，我就忍

耐，不急著發表論文。」除了不斷實驗研究各種不同配方的

高熵合金性能及微觀結構，葉均蔚也思索提出科學論述，從

熱力學「熵」（entropy）的概念闡述如何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作出活生生的材料；更結合動力學、結晶學及性質學提出核

心理論，分享世人。

傳統思維根深蒂固  投遞論文接連碰壁

但葉均蔚沒想到傳統合金的配方概念，從古代鍊金師相

傳到近代科學開發的新合金，竟如銅牆鐵壁般的堅不可破。

2001 年，葉均蔚覺得種子破土而出迎向陽光的時刻到了，以

數年研究所得的數據及新論點提出「奈米高熵合金計畫」向

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申請研究經費補助，卻沒想第一次體

會到酸雨潑灑。

「那年國科會剛開始推動奈米科技研究，鼓勵學者提出

前瞻奈米科技之創新計劃，第一次把英文撰寫的奈米計畫送

到國外審查，雖然國外三位審查委員都認為是很好的創意而

推薦我的計畫。但在國科會複審委員會時卻有委員說，『這

個計畫如果給它過，將來可能會鬧國際笑話！』但我很感謝

國科會仍通過我的計畫，還給我比以前的計畫更多的經費。」

葉均蔚坦言，通過後同時聽到此一評語，心好像被刺的感覺，

難過一陣子，但也很快想通：「若這觀念那麼容易想到做到，

早就被研究了，輪不到我，所以反而要感謝他們的誤會！」 

「沒見過用這麼重的話，正也突顯傳統概念那種銅牆鐵

壁，根深蒂固很難打破。不只臺灣複審學者，全世界到處都

是這樣。」但葉均蔚細心呵護的幼苗並未因此枯萎，反而更

加速向上挺拔，隨著實驗數據更加充足，科學論述更是清晰，

2003 年底向《Nature》投出第一篇論述高熵合金觀念的論文，

一個星期就被退稿回絕。他接著轉投《Science》，竟進入審

查，在當時只有百分之五進入審查的機會，三位審查委員有

兩位推薦，一位認為這個觀念好是好，卻建議改投金屬方面

的好期刊。

喜遇知音全文照登  蓄勢九年好文連發

雖認真地答辯，但總編輯仍尊重委員意見而拒絕，任

誰都難免沮喪。但葉均蔚還是不放棄，轉投相當高點數的

高熵合金感應熔解後灌入脫蠟陶瓷殼模的場景

情義相挺的貴人：戴念華、彭宗平、林樹均、陳力俊、金重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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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Materials》，很快地編輯回信建議由他轉給姊妹

期刊《Advanced Engineering Materials》，因覺得同系列的點

數也應不差，所以隔天回信同意，沒想到一周內就收到接受

刊登的信，這篇觀念性論文終於在 2004 年五月被刊登出來。

葉均蔚驚訝的並不是「一字未改，全文照登」，而是自己終

於碰到知音，期刊編輯親自寫信給他，詢問是否會參加不久

將在美國召開的國際研討會，希望能約時間碰面，「那個編

輯一定是明眼人，這篇論文後來被各國學者引用超過四千次，

也讓那個期刊變得很有名。」

葉均蔚蓄積九年的研究能量全面爆發，連這篇觀念性

論文在 2004 年共發表五篇高熵合金論文，「這是我為了把

credit 留在臺灣的策略布局，第一年五篇，後來就每年十篇、

十篇發表，任何國家看到想跟進做研究的時候，就會發現

哇 ...這些問題怎麼都有論文發表了，怎麼趕都追不上臺灣！」

也因此他忍耐九年不敢發表任何相關論文。回想這段過程，

葉均蔚笑說，「真的要耐得住寂寞，還好我對自己有信心。

更重要的，我的發表是有節奏的，先後推出，流暢性的開展，

且論述不矛盾。我也要求學生數據要正確，第一手的數據後

來會被檢驗的。」

瘋狂科學家喜相逢  號召成立國家隊

不過他萬萬沒想到，如此的自信其實驚險萬分。因為

「瘋狂」認為高熵合金概念行得通的科學家，還有另一位。

2004 年七月，在葉均蔚發表全球第一篇高熵合金研究論文的

兩個月後，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布萊恩．肯特 (Brian Cantor) 也

在國際期刊發表類似的研究論文，險些捷足先登成為「全球

首發」。葉均蔚坦言，先前並不知道肯特也在做類似的研究，

「其實他比我早十五年做類似的研究，但大家都說他瘋狂，

包括研究經費補助單位，1980 年說服第一位大學部專題生做

一年就停了下來；直至 1996 年才又找到有興趣的專題生作一

年並寫專題報告，而後就跳到 2000 年後才再請一位博後做一

些研究及整理發表。而我 1995 年開始，2001 年得到補助，

相對較幸運。」

兩個同樣被認為很瘋狂的科學家，因此英雄相惜。2014

年首次在美國召開的高熵合金學術研討會上碰到，肯特上臺

第一句話就說，「這個領域是葉教授開創出來的！你們相信

我的話，這個領域會這樣熱鬧，都是葉教授扛起來的。」，

2016 年他應邀到臺灣清華大學參加全球首屆「高熵材料國際

研討會」時，肯特更有感而發的說，混合多種金屬當年被認

為是瘋狂的想法，很難爭取到研究經費或說服學生參與，但

「只要你找到一個好點子，就追隨它吧，它會讓一切變得值

得。葉教授發現高熵合金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從 2003 年第一篇論文投稿《Nature》被退，到 2016 年

《Nature》以專題報導介紹葉均蔚開創的高熵合金研究，不

僅是個人學術榮耀，也如其初心奠定臺灣為高熵合金研究發

源地的歷史地位。但「當外國人都知道這是臺灣發明的，我

們不能因為自己是開創者，這樣就 OK，不再繼續前進。我

們要讓它在臺灣開花結果，成為全球研究發展與產業重鎮。」

不同於二十四年前的單打獨鬥，科技部及教育部在清華大學

創設高熵材料研發中心，透過葉均蔚號召三十位教授組成國

家隊，繼續領導高熵合金科學研究，更延伸到產業發展，從

零開始打造可引領全球風潮的臺灣新創產業。

土博士天生不認輸  勇敢追夢青春不老

葉均蔚深信，高熵材料跟傳統材料一樣，可以應用到各

行各業，解決傳統材料想破頭都沒法做到的事情。憑著本土

的智慧，加上團隊的努力，絕對找得到高熵合金在臺灣產業

化且進軍全世界的機會。「我真的沒辦法忍受自己對臺灣沒

有貢獻，這也是我在大學畢業後，決定在臺灣讀研究所、攻

博士的原因。當年看到學長們競相出國，而且幾乎都不回來，

就想我如果出國念書，大概也不會回來。」儘管「土博士」的

身分，曾讓他覺得在幾乎都是「洋博士」的同儕面前矮一截，

但這個「土博士」卻神奇的開創材料科學研究新頁，讓他從

此常說在臺灣只要勇敢創新突破，就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也許葉均蔚在血液裡，原本就潛藏著不認輸的特質，自

己卻不知道。在宜蘭偏鄉出生長大的他，考取花蓮初中，並

以優秀成績保送高中部。少年得志就覺得高中畢業，應該也

能順利考取大學，異想天開的他跑到媽祖廟拜拜擲筊。結果

連續三次抽到的籤都是考不上，當場被媽祖澆盆冷水。「這

是我人生最大挫折，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但沒多久，這

個陰影反而讓我更發憤圖強，想著這如果是真的，就要自己

突破，挑戰命運。」結果高中畢業不但名列前茅，更考上清

華大學，也在無意間形塑出「碰到困難，就是去解決」的特質。

就如同當年總覺得現有合金材料性能不夠好，在百思不

得其解之際，忽然間就迎刃而解。「人就是要有夢想，一直

去想去試，到最後心誠則靈，突然就有靈感跑進來！」對葉

均蔚而言，除了推動高熵合金產業化，立足臺灣，放眼世界，

還有個更瘋狂的夢想―利用高熵合金打造飛碟，「我的飛碟

夢要兩個東西完成。第一是比鎳基超合金更耐高溫的高熵合

金，我已經做出可以承受攝氏 1600 度的高強度材料；第二是

超強磁場但質量輕的室溫超導材料，這個就還在努力中。」

談到飛碟夢，葉均蔚雙眸透亮，彷彿回到大學那時初次

研究開發飛碟的興奮。勇敢做夢、追夢的科學家，年紀雖會

增長，但心志就是不會老 !

工作團隊合影

觀察高熵合金的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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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

想，促進社會進步」為宗旨，頒發「東元獎」已二十六屆，

共獎勵一百四七位社會標竿。此對投入科技研發，默默耕

耘者，是一項莫大的鼓舞及肯定。

我一直以北宋理學家張載格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座右銘，正與東

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宏觀宗旨一致，個人期許基金會繼續堅

持此不同於許多獎項的理念，提供研究開發者明燈，使更

多有志之士走出不一樣的道路，為人類社會作更大的貢獻。

成就歷程

葉均蔚教授出生於宜蘭南澳，小學畢業後，跨縣到省立

花中就讀初中及高中部，並提早歷練六年的住校生活。1971

年順利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大二升大三時，有感於對工程

的抱負，順利轉入第一屆的材料科學工程系（臺灣材料系的

第一屆），此一轉系等於降轉一年，因此大學共唸五年。在

此期間，葉教授修習物理系及材料系的課程，獲得紮實廣泛

的基礎，此對他後來的發展幫助很大。大學畢業時順利考上

研究所及預官，選擇先服役兩年再回清華材料唸研究所，兩

年後拿到碩士學位，即申請留系當講師，因此自 1980 年起，

開始獻身教育的生涯。當講師第二年時，材料系成立博士班，

他考取成為博士班第一屆，具有講師及博士生的雙重身份。

博士論文題目為「析出強化鋁合金韌性及斷裂機構之研究」，

指導教授是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的博士劉國雄教授，1986 年他

獲取博士學位，即晉升為副教授，於 1994 年再晉升為教授。

由於葉均蔚一心一意志在材料的突破，所以不停地創

新，此歷程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採用熱的極端手段，發明超快速凝固 (106~9 K/sec)

雙盤法技術；

第二階段：採用力學的極端手段，發明往復式擠型法，並技

轉國內 3C 外殼廠商可成科技公司；

第三階段：採用成分的極端手段，於 1995 年發明高熵合金

(High-entropy alloys) 觀念，並將此觀念擴大為高熵材料 (High-

entropy materials)，此發明經八年的探索研究及累積，於第九

年 (2004 年 ) 一口氣發表五篇高熵合金的 SCI 論文，其中一

篇即為論述高熵合金觀念，2005 年起節奏性逐步發表，平均

每年十篇，迄今發表之高熵合金 SCI 論文已達 140 篇以上。

至 2020 年 10 月 3 日，葉教授之 web of science H-index 達 62 

( 共 62 篇引用 62 次以上 )，單篇論文最高被引用為 2,908 次，

總引用數為 19,692 次。若以 Google scholar 統計，H-index 達

72，單篇論文最高被引用為 4,397 次，總引用數為 27,403 次。

高熵合金的配方觀念顛覆傳統合金以一個元素為主的配

方觀念，因此讓元素週期表的元素動起來，可產生無數組合

的配方，也就是高熵合金的發明賦予週期表新生命，帶來無

限的學術及應用契機，此一觀念撼動金屬界，引發世界性的

研究熱潮。由於高熵合金及高熵材料為葉均蔚所取名、定義及

論述，所以此領域是源自我國，為世界所跟隨的新材料領域，

其影響層面寬廣而深遠，葉均蔚更被譽為「高熵合金之父」。

具體貢獻事蹟

1. 突破傳統材料配方觀念，開創新領域

自古以來，即使在材料科學昌明的時代，都存在牢不可破

的迷思：認為當合金元素添加種類越多比例越高時越難熔

合，即使熔合，也易形成大量複雜的脆性化合物，變得脆

性而一無用處。但葉均蔚於 1995 年卻逆向思考，想到多元

素下會有高熵效應反而促進元素間融合為固溶相，旋即他

在無論文及參考書下，不畏挑戰的探索並開疆闢土，終於

在 2004 年正式發表高熵合金 (High-entropy alloys) 概念的論

文及四篇相關論文，他不但為之取名高熵合金，更定義高

熵合金為五種以上的金屬主元素所組成，每個主元素原子

百分比介於 5% 至 35%，每個次元素則小於 5%。隨著他與

團隊論文的持續發表，新的材料領域蔚然成形，總論文數

呈現指數性成長，到 2020 年 10 月已超過 5400 篇。

2. 2006 年提出四大核心效應

他作高熵、緩慢擴散、晶格扭曲及雞尾酒效應之論述，並

建構高熵合金物理冶金學。

3. 2014 年 6 月全世界第一本高熵合金之專書 "High-entropy 

Alloys" 問世高熵材料中心的座右銘：張載（剛好 1000 歲）的格言

取得博士學位時在禮堂前與家人合影（1986 年）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化工 / 材料科技
106 107



2013 年受國際大出版商 Elsevier Publisher 邀請與印度 

Ranganathan 教 授 及 Murty 教 授 合 著“ 高 熵 合 金 High-

entropy Alloys＂，葉均蔚為主要撰寫人。2019 年出版增訂

版，再增加一位印度 Pinaki 教授參與增訂。

4. 2016 年 5 月第二本高熵合金之書“High-entropy Alloys-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問世

受國際大出版商 Springer publisher 邀請撰寫，負責五章。

共同作者為 Michael C. Gao, Peter K. Liaw, Yong Zhang。

5. 2016 年 5 月 19 日 Nature 對高熵合金做專題報導

此報導肯定了高熵合金新領域，且肯定了臺灣為發源地的

事實。科技部與清華大學亦於 6 月 3 日召開記者招待會，

各大報紙、電子媒體及網路皆大幅報導，國外亦可看到英

文報導。

6. 根據史丹福大學2019年8月公布的報告https://doi.org/10.1371/

journal.pbio.3000384.，葉均蔚在高熵合金及材料的創新開

發，使他的整體研究在世界科學領域之前十萬名排名中的臺

灣學者 455 名中排名第二，而材料領域中則排名第一 。

7. 成立全世界第一個「高熵材料研發中心」

獲得科技部與教育部補助，成立「高熵材料研發中心」，

此中心整合清華、臺灣、交通、中興、逢甲及明志科技大

學等共三十位專精教授，執行九項高熵材料計畫，涵蓋特

殊合金、超硬合金及超耐溫複材、耐腐蝕材料、功能性薄

膜、功能性陶瓷、生醫材料及相關學理。除發表優質論文

外，更著重智慧機械、綠能、國防、生醫產業之應用，以

突破瓶頸建立關鍵材料自主研發能力，減少進口依賴並外

銷賺取外匯。

8. 創作高熵材料之歌

為慶祝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於 2019 年 8 月完成高熵材料

之歌的創作，並演唱錄成影片，除在國內外高熵合金或材

料會議播放外，也於 You tube 與大眾分享，促進科普化。

此歌可讓人翱翔時空、人類文明、週期表、材料演變，頓

時豁然開通！此影片已被點閱 15,000 次以上。連結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07Qyo0no&t=39s

9. 研發成果之實際應用

(1) 開發耐磨耗蝸輪，安裝於 CNC 數位控制加工機第四軸

及第五軸（分度盤），計六千臺以上，提高 CNC 精密

度及減少停機調整頻率，創造約兩億的分度盤價值，提

升百億價值 CNC 機械的技術水平及精度；

(2) 開發高熵超硬合金及超硬薄膜，提高刀具壽命，已與廠

家合作推廣；

(3) 開發超彈性高熵合金，被設計在碳纖網球拍、羽球拍以

及高爾夫打擊面，提高彈性，已與廠家合作推廣；

(4) 開發無鈹無毒的無火花工具可取代昂貴有毒的銅鈹合

金，已與工具廠家合作推廣；

(5) 開發本質型高抗菌刀及鉆板，已與刀具公司合作推廣；

(6) 開發極端合金，製造耐 1200℃的高熵擠型模具可用於

擠型 1200℃紅熱的碳鋼、不銹鋼等高熔點金屬，已與

廠家合作推廣。

研究展望

葉均蔚及團隊除追求學術卓越，保持高熵材料的領導地

位外，更要發展屬於臺灣的新特色產業，協助國內著名企業

突破材料瓶頸，使其產品躍居世界第一，同時也將放眼世界，

將高熵材料外銷國際。為達此一目標，勢必要有非常務實的

策略 : 不斷的研發，時刻以市場性、生產性、低成本、環保

及節約資源為念。

與研究生討論電子顯微鏡下看到的粉末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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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takes "cultiv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dvocating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s a whole. The "TECO 

Award" has been presented for 26 sessions, rewarding 147 

social benchmarks. The rewarding is a great encouragement 

and affirmation for those devoted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 always follow the famous saying of Neo-Confucian Zhang 

Zai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Establish the core values for the 

world, Improve the living for the people, Inherit the wisdom from 

all saints, and Develop the sustainable peace for all generations.".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macro purpose of th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Therefore, I expect that The Foundation can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is concep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any 

awards, and provide a beacon for researchers. This will let more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walk a different path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human society.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Yeh was born in Nan'ao of Yilan county. After 

gradua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he studied in Provincial 

Hualian Middle School and then High School. In this period, he 

experienced 6-year training through living in school dormitory. 

He passed the examination and entered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1971. When he was in his 

second year, he felt his aspiration for engineering and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o the new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lso the first MSE department in Taiwan). This 

transfer caused him to spend five years in the undergraduate 

period. But, during this period, he studied the courses of both 

departments and thus gained a solid and broad foundation, which 

greatly helped hi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After graduation, he 

passed both examinations to study in graduate program and to be a 

reserve officer. He chose to join the military service for two years 

and then came back to enter graduate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sing Hua. After two-years 

graduate study, he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and was recruited 

a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Therefore, he began his teaching 

career from 1980. When he was a lecturer of the second year,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ewly 

established a PhD program. With this opportunity, he passed the 

examination to enter the first doctoral class, with the dual identities 

of lecturer and PhD student. His PhD dissertation was entitled 

"On the toughness and fracture mechanism of precipitation-

strengthened aluminum alloys". His supervisor was Professor K.S. 

Liu, a PhD of Kyoto University, Japan. Professor Yeh received his 

PhD in 1986 and was promoted to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ame 

year. He was further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in 1994.

Because Professor Yeh always eager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materials, he keeps innovating. The first stage of his innovation 

process begun when he becam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He used an 

extreme thermal route to invent the twin-disk method which can 

get ultra-high rapid solidification rate (106~9 K/sec) for Al alloys; 

The second stage innovation was to use extreme mechanical 

route, thus inventing the reciprocating extrusion method for Al 

alloys and Mg alloys, which was technologically transferred to 

the 3C cover manufacturer, Catcher Technology Company; The 

third stage innovation was to use the extreme composition route, 

thus inventing the concept of high-entropy alloys in 1995, which 

was soon extended to high-entropy materials. After 8 years of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he and his group published five SCI 

papers on high-entropy alloys in 2004, one of them was focused 

on the eluci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igh-entropy alloys. He then 

published an average of 10 papers per year after 2005. In total, 

more than 140 high-entropy alloy SCI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to now.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web of science, his H index 

is 62, the highest number of citations for a single paper is 2,908,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is 19,692. Google Scholar shows 

that H index is 72, the most cited paper has 4,397 citation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is 27,403 up to Oct. 3, 2020.

The composition concept of high-entropy alloys breaks 

through the composition concept of traditional alloys based on 

one element. Therefore, all elements of the periodic table can be 

activated to produce countless compositions. That means, the 

concept of high-entropy alloys gives the periodic table new life 

and brings unlimited opportunities in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is 

concept has shaken the metal society and triggered a worldwide 

research boom. Since high-entropy alloys and high-entropy 

materials were named, defined and elucidated by Professor Yeh, 

this new material field was originated from Taiwan and followed 

by the world. Its influence is thus broad and far-reaching. 

Professor Yeh is even more praised as "The father of high-entropy 

alloy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mposition concept and create a 

new materials field 

Since ancient times, even in the era of prosperous materials 

science, there has been an unbreakable myth: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ore kinds of alloying elements are added,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o melt all elements together. 

Even if they form alloys, it would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brittle compounds and become brittle. However, in 1995, 

Professor Yeh thought in reverse, thinking that a composition 

with multi-principal elements could have high entropy effect 

which promotes the mixing of elements into a solid solution 

phase. Soon he patiently explored and opened up a new 

materials world without fear of challenges under no reference 

of papers and books. In the 9th year, i.e., 2004, he officially 

published a paper on the concept of high-entropy alloys and 

four related papers. Not only he coined the name " high-entropy 

2004 年驚動印度金屬界白金得主 Ranganathan 教授來訪，

於故宮博物館與陳瑞凱合影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化工 / 材料科技
110 111



alloys", but also he defined high-entropy alloys as having more 

than five major metal elements, each major element has a 

percentage between 5% and 35% and each minor elements less 

than 5%. As he and his team contributed more papers on high-

entropy materials after 2005, the new high-entropy materials 

field emerges. The yearly number of paper on high-entropy 

materials displays an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otal number of 

paper exceeds 5400 till Oct. 2020. 

2. First proposed and elucidated four core effects: high entropy, 

sluggish diffusion, lattice distortion and cocktail effects in 

2006, which form the basis of physical metallurgy of high-

entropy alloys. 

3. Nature published a special report on high-entropy alloys on 

May 19, 2016

This report affirmed the new field of high-entropy alloys, and 

affirmed the invention of Professor Yeh and the birthplace of 

Taiwan.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sing 

Hua University immediately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on June 

3, with major newspapers, electronic media and the internet 

reporting on them. English reports can also be seen abroad.

4. Write the first book "High-entropy Alloys" in the world which 

was published by Elsevier Publisher in June, 2014. Its second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9. Professor Ranganathan, 

Professor Murty and Professor Pinaki are co-authors.

5. Write the second book "High-entropy Alloys -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which was published by Springer in May, 

2016. Dr. Michael C. Gao, Professor Peter K. Liaw and 

Professor Yong Zhang are co-editors. 

6.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 standardized citation metrics author 

database annotated for scientific field by John P. A. Ioannidis, 

Jeroen Baas, Richard Klavans, Kevin W. Boyack, Statistics and 

Meta-Research Innovation Center at Stanford (METRICS), 

Stanford University, August 12, 2019,  https://doi.org/10.1371/

journal.pbio.3000384. Jien-Wei Yeh is ranked at no.2 of 455 

Taiwan scholars in the list of global 100,000 top scientists in 22 

scientific fields and 176 subfields. Jien-Wei Yeh is also the no. 

1 in Materials of Taiwan scholars.

7. Establish the first High Entropy Materials Center in the world 

In January 2018, the first "High Entropy Materials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Tsing Hua under the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n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in Taiwan. The establishment 

is intended to lead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y. Thirty professors from Tsing Hua and 

other universities are involved to do researches on different 

topics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There are nine sub-projects in 

the center. The topics cover cast, wrought, powder metallurgy, 

and coating routes, various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basic 

academic research on high-entropy materials including alloys, 

ceramics, polymers and composites. The aim is to keep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field in the world 

and to establish high-entropy materials industry in Taiwan.

8. First create the song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To celebrate the 150 anniversary of the Periodic Table, 

professor Yeh wrote lyrics matching with two classical 

melodies and sung the song in video form in August 2019. 

In order to let the song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be popular, 

the singing video has been uploaded to you tube. The lyrics is 

easy to be understood, covering the born of the universe, the 

Periodic Table, evolutions of civilization, materials and high 

entropy materials, and expectation of our sustainable society. 

The you tube song has been read by more than 15,000 times up 

to Oct. 3. The link is as follo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07Qyo0no&t=39s

9.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industry

(1)Wear resistant alloy - used as worm gears for speed reducer 

in the workpiece table of CNC machines. They have been 

installed in more than 6000 sets of CNC machine, which 

improves the precision of CNC machine and reduces 

the frequency of shutdown adjustments. This creates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indexing units valued about 2 million 

NTD and CNC machines valued about 10 billion NTD.  

(2)High-entropy hard metals and nitride coatings - improve the 

lifetime of cutting tools.

(3)Superelastic high-entropy alloy - designed as strip 

strengtheners in carbon fiber tennis rackets, badminton rackets 

and golf club heads for enhancing the bouncing ability.  

(4)Be-free non-sparking alloy - used as tools for replacing 

poisonous and expensive BeCu non-sparking tools.

(5)Antibacterial alloy - used as antibacterial knives and cutting 

boards to prevent bacteria from foods.  

(6)Extreme alloy - used as 1200℃ extrusion dies for the extrusion 

of 1200℃ red-hot carbon steel, stainless steels and other metals.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pursuing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maintain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high-entropy materials, Professor Yeh 

and his team want to develop new featured industries belonging 

to Taiwan, assisting famous domestic companies to solve the 

material bottleneck and let their products to be the world's 

number one. At the same time, high-entropy materials will be also 

exported to the world.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re must have a very 

practical strategy: continu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ways 

focusing on marketability, productivity, low co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2010 年與陳瑞凱光榮受邀到美國空軍實驗室講述高熵合金，

並與 Miracle、Senkov 及 Ali 博士合影（右起）

2018 年劉錦川院士來訪攝於峨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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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海納百川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鄭 添 祿 先 生
Tian-Lu Cheng．53 歲（1967 年 9 月）

評審評語

研發抗體的創新技術，應用在抗體生物藥物，讓抗體在作

用部位具有最佳選擇性，且有效降低副作用。此項專利

平臺已取得高額技轉金，對生技產業的發展，貢獻卓著。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antibody research 

and apply to antibody drugs, thereby let the antibody be 

selective activated at disease site and effectively reduce side 

effects. This patented platform has obtained a high amoun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ee,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學 歷

國防醫學院及中央研究院　生命科學所　博士

國防醫學院　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　　　碩士 

高雄醫學院　醫學技術學系            　　　學士　

現 任

高雄醫學大學研發處　　　　　　　　　研發長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新藥開發暨價創研究中心　執行長

曾 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所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產學營運處　　　　　　　產學處長

高雄醫學大學產學推動中心　　　　　　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主任

得獎感言

「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生命上的問題」，非常感謝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評審委員對創新抗體鎖的肯定，進

入高醫大任教後，偶然的機遇下，任職創新生物醫學育成

中心組長、產學推動中心主任，到接任產學營運處產學長

一職，八年的耳濡目染下，深深體會創新研究與智財專利

是可以相輔相成的，研究不應只專注論文發表更應符合醫

藥需求，進一步重視專利申請與推廣，才能讓創新研究成

果技轉，並落實臨床與產業應用，有創新專利的研究才有

更大機會貢獻與造福全人類，而創業則是學術研究的最佳

實現。在教學上，我不藏私，毫無保留的教導學生研究專

業技能，更加值學生跨領域智財與創新創業技能，教與學

相長，藏富於學生，這是建立起堅強研究團隊的關鍵。團

隊發明的抗體鎖創新性獨步全球，有效改善現今抗體藥物

選擇性，將為現行抗體藥物的選擇性帶來革命性突破，大

大改善病人用藥的生活品質。希望這只是一道好吃的研究

前菜，我們超級的研究團隊將持續努力，懷抱更大的研究

信心，讓更多全球創新研究發明進入臨床與產業應用，促

進完善的轉譯研究，貢獻與造福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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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是柔道的武術精神，但堅持不代表過程不

會遭遇失敗，而是不因失敗而放棄。因為競技擂台沒有

永遠不敗的冠軍，卻隨時可能出現屢敗屢戰的冠軍。就

如同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講座教授鄭

添祿在研究抗體鎖(Hinge Lock)過程，經過兩年失敗卻

從不曾放棄，關關難過、關關過，終於領先全球破繭而

出。「我只要想到自己的想法最後能夠實現，心境就像

是翱翔天際的飛鷹，這種快樂只能意會而無法言傳。」

學生眼中的「酷教授」

談起學生，鄭添祿的神情就像慈父般的溫暖，他認

為實驗室要壯大與歷久不衰，就必須要「藏富於學生」，

教授如果自己撰寫計畫或研究論文，就會剝奪學生學會

寫計畫與論文的機會，他要求學生都必須自己寫，鄭添

祿則是以一直和學生討論的方式訓練學生完成論文與計

畫的撰寫。他認為「要給學生釣竿而不是給他們魚吃」，

但是給了他們釣竿，就會和學生們一起釣魚，這也是他做

研究的精神，他也要求學生要會自己查讀資料，並跟他

討論，「學生們在學習，我也在跟學生們學習」，因此儘

管再忙碌，鄭添祿也會挪出時間和學生討論研究的內容。

學生眼中的鄭添祿「非常的樸實」，Polo 衫、休閒

褲，脖子上掛了一條金項鍊，大學時期就跟隨鄭教授修

課與做研究的博士班學生何愷文，一跟就是快十年，「我

希望有一天也能變得跟老師一樣酷」、「和老師沒有太大

的距離，亦師亦友的感情，這種感覺超棒」，即使是挫折、

沮喪、失戀 ... 都可以找老師給予開導。

把失敗當做成功的修練場 封印病魔的造鎖者 採訪撰稿 / 劉嘉韻

鄭添祿樸實的性格或許來自他幼年的生長環境，鄭添祿

在彰化二水的鄉下長大，父親是泥水工，母親種田。身為長

子，約莫小學四年級開始，暑假就跟著爸爸一起做泥水工，

用網子篩如山的沙、釘板模、拆板模等粗工，樣樣都得做，

平常放學後還必須去甘蔗田裡砍甘蔗，搬運到市場裡賣，「這

些工作非常辛苦又吃力，而爸爸總是跟我說如果不讀書，就

得一輩子都過這般辛苦的日子 ...，所以我拼了命也要把書唸

好」。

不喜歡一成不變  立志成為科學家 

高中不負父母期望考進臺中二中，大學錄取高雄醫學大

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那個年代醫技系很夯，但念了

之後發現沒興趣，我不想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鄭添祿當

時有兩條路可選，一個是從事醫學工作，一個是繼續往學術

界發展，大學畢業後服兵役當醫官，剛好室友是醫師，他發

現醫師其實也是每天做同樣的事，看的病都大同小異，「所

以我決定要成為科學家，才能每天做不一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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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添祿讀大學時就被簡易驗孕片和驗毒片等試劑神奇

功能深深吸引，立志追隨首位將單株抗體技術從美國帶回臺

灣的國防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葉明陽做研究，

開發方式各式各樣的抗體檢驗試劑，埋首苦讀考進國防大學

投到他的門下做抗體研發。博士班因緣際會參與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第二十五屆東元獎得主羅傅倫

(Steve R.) 主持的抗體基因工程研究，成為他邁向頂尖科學家

的關鍵機緣。

「老天雖然沒有給我絕頂的聰明，但是沒有遮蔽我看人

與選人的眼光，我總是知道自己還缺什麼，要去找誰學習。

羅傅倫太聰明了，是個天才，不像我笨笨的，所以我決定拜

他為師，希望能夠 copy 他的腦袋。」發明獨步全球的萬能抗

體鎖 (Hinge Lock)，鄭添祿卻自謙腦袋還不夠好。 

從實驗提煉創意  師徒傳承蔚為佳話

鄭添祿認為自己跟羅傅倫是絕妙的互補，「羅傅倫腦袋

非常聰明，但是我做實驗速度很快，甚至常常同步做多個實

驗，能夠滿足他的研究慾望。」只要羅傅倫發想出個點子，

鄭添祿可以很快讓他知道這個研究能不能做得下去；相對的，

鄭添祿也在學習羅傅倫的聰明，例如怎麼設計實驗、解析問

題、創新研究，以及如何從失敗的實驗發現其他出路與可能。

印象最深刻的是博士班四年級，鄭添祿已累積發表超過

四篇論文（規定一篇即可畢業），若換成別人早就畢業了，但

羅傅倫卻對他說：「你還不夠 PhD ！」直言鄭添祿的學識還

不夠資格拿到博士學位，而不是發表論文就能夠畢業。羅傅倫

認為，獨立思考、研究能力與創意都要到位，不是研究做出來

就可以拿博士。鄭添祿因此發奮要表現得像 PhD 給羅傅倫看，

每次會議都主動積極表現，更加精進自己的能力，徹底開竅為

不折不扣的科學家。羅傅倫對生活與研究上追求極致的精神，

不但是他追隨的典範，也是研究歷程最重要的啟蒙者。

值得一提的是，Steve R. 在三十四年前來到臺灣學習中

文，在臺幣升值致使生活費不敷使用時，應徵了當時國防醫

學院葉明陽教官（現為臺北振興復建醫院副院長）的翻譯工

作，Steve R. 後來也以其卓越的化學博士背景，自然成為葉教

官最主要的研究夥伴。葉明陽、Steve R. 與鄭添祿，再加上鄭

添祿的學生莊國祥（目前是臺北醫學大學的副教授），四代

同堂可以說是目前臺灣單株抗體研究成果豐碩且享譽國際的

團隊，若加上莊國祥的博士畢業生，代代相傳已承襲到第五

代，在單株抗體研究領域蔚為佳話。

讀書會吸納創新能量  樂當問題學生找碴趣

「知行合一，海納百川」是鄭添祿的座右銘，他認為讀

書會是吸收他人的長處，擴展自己的視野最有效的方式。鄭

添祿表示讀書會源自於二十幾年前跟隨 Steve R. 在博士班就

讀時的習慣，每週聚會一次，每個成員都要分享一篇期刊論

文，這個習慣一直維持到現在；「剛開始讀書會只有四、五

個人分享，我只要分享一篇，就可以聽到其他論文，更何況

發展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個人，我只需要講一篇，就可以汲取

其他三十九篇的精髓，這個海納百川的道理，為自己營造一

個隨時處於創新的環境」。

但讀書會效益必須經過長時間醞釀才會慢慢發酵，能夠維

持近三十年到現在沒停過，也展現鄭添祿的執著堅毅，而透過讀

書會跟學生分享，不但增進彼此的知識，更誘發他產生更多的創

新靈感。「讀書會給我很大幫助，剛開始時我聽不太懂，經過一

段時間才能夠參與討論；再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就可以推測論

文撰寫者下一步要做什麼；再過幾年，就能夠從別人的期刊論文

獲得靈感，讓你想到自己可以做什麼研究。」鄭添祿開發抗體鎖

(Hinge Lock) 的靈感，就是從某次的讀書會腦力激盪而來。

提起鄭添祿，Steve R. 回憶，他在博士班時，常常都睡

在實驗室裡，做研究也比別人快上許多，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一個單株抗體複製的研究，別人要花四到六個月才做得出來，

但鄭添祿只用了十二天就完成了。Steve R. 稱許鄭添祿是個積

極、比別人努力的人，此次能獲得「東元獎」，Steve R. 認為

這是他應得的榮耀。

恩師的教誨  成就永不言敗的科學家

認為自己從小就在失敗、挫折中成長，鄭添祿還有一句

座右銘是國中導師張伍常常掛在嘴邊的名言「不能從失敗記

取教訓者，那離成功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張伍是位嚴厲

的老師，鄭添祿說自己國中時候調皮，還喜歡在學校和同學

玩撲克牌，所以常常被張伍老師「修理」，但有一次軍歌比

賽，張伍卻認為鄭添祿有大將之風，因此指定他擔任指揮官，

豈料正式比賽時，鄭添祿卻喊錯了口令，班上因此沒有得名。

這次經歷讓鄭添祿感到非常挫折，覺得對不起班上同學，沒想

到下一次的軍歌比賽，張伍老師又再次讓鄭添祿擔任指揮官，

他記取上一次失敗的教訓，上場更加謹慎，結果這次完美演

出，讓自己的班級獲得了冠軍。張伍老師溫暖與鼓舞的教育方

式，讓鄭添祿一生受用；他認為自己常常失敗，但卻很有毅

力，總在失敗中汲取經驗，「大學時期參加柔道隊，柔道教練

連申邦當時常常帶我們出去和初練柔道的特種部隊一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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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擂台，每次連摔到第三人就已經沒有力氣，但是教練沒有喊

可以下場，就不能下來是柔道訓練的精神」，因此，柔道帶給

鄭添祿最深刻的體會，就是必須堅持下去，不輕易放棄，「我

在柔道隊被磨到在心境上永不言敗，不僅磨出自己的好勝心，

而且擁有面對困境永不放棄的精神」，這種精神毅力對於研究

工作能否勝出非常關鍵。

《火影忍者》乍現靈光  抗體鎖一試中的

相對於世人 90％的個性都是「知易行難」，鄭添祿奉

行「知行合一」，也常常用這句話教導學生，「自己覺得對

的事情，就算失敗了，還是要不斷努力去做。」就如同取得

十五國專利，商機超過百億美元的抗體鎖，在研發成功前，

連續失敗兩年，但鄭添祿越挫越勇，從漫畫獲得靈感，掌握

機運找到成功的關鍵。

抗體藥物雖然是目前治療癌症與慢性病的主流藥物，卻

無法區別是疾病區域或是正常區域抗原，長期使用容易出現

副作用。抗體鎖利用基因重組把抗體「上鎖」，封鎖抗體藥

在正常區域發生作用，透過疾病區域的蛋白酶「開鎖」，讓

抗體鎖定在疾病區域發揮作用，大幅降低副作用。但這個概

念用說的很簡單，各國科學家卻研究多年遲遲無法無法突破，

看好抗體鎖商機無限的鄭添祿，也跟大家一樣不斷撞牆。

閒暇時喜歡看漫畫的鄭添祿，形容自己個性就像《火影

忍者》主角鳴人，看似笨拙卻很有毅力。在抗體鎖研究深陷泥

淖兩年之後，《火影忍者》的情節忽然像通靈術般讓他茅塞頓

開，聯想到漫畫裡的火影忍者要封印九尾妖狐，必須使用到 H 

形狀的「天門」，而抗體的腰部 (Hinge) 形狀就跟 H 很像。他

突然靈光一閃：「既然抗體的腰部如同天門一樣，何不試試看

做成抗體鎖？」果然一試中的，成為全世界第一個以 Hinge 作

為抗體鎖的成功案例。回想這段柳暗花明的往事，字典裡已經

沒有失敗兩字的鄭添祿說，「成功除了毅力，還要有機運。」

心無旁騖追夢創新  研以致用為己任

卓越的研究表現近幾年讓鄭添祿獲獎連連，但他直言此

次獲得「東元獎」肯定相當不容易，比科技部傑出研究獎還

要難拿。除了感謝研究團隊，也特別感謝生命中的另一半。

「如果我有什麼研究成果，太太是最大的功臣！因為除了研

究之外，我好像什麼事都不會做。真心感謝她包辦所有的生

活瑣事，讓我能夠專心做研究。」被問到最想跟太太說的話

是什麼？鄭添祿靦腆的說：「讓我越老越離不開妳。」

對於未來研究展望，鄭添祿期待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早

日應用在臨床治療，否則就算研究做再多、發表再多的論文，

對這個世界依舊是虛幻的貢獻。永不放棄的他，期待有生之

年能夠看見自己的研究對人類健康做出實質貢獻，「這目標

雖然不容易達到，卻是每個研究者最大的夢想，這也是我為

什麼持續不斷創新、追求世界頂尖的理由！」

對「東元獎」的期望

鼓勵研發創新、產業發展與造福社會，喚起各界重視

科技創新之於社會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是「東元獎」設立

的精神，而這精神與我研究工作的目標是一致的，創新、

創新、再創新，是個人從事科學研究的信念。感謝「東元

獎」評審委員對本團隊創新研發成果的肯定，團隊倍感光

榮，這個榮耀督促本團隊必須更加努力，並且以解決人類

科學問題為職志。更期盼「東元獎」持續秉持設獎精神，

鼓勵科研創新與產業發展有具體貢獻者。

成就歷程

大學時期念的是醫學技術檢驗學系，「大四到醫院實習，

發現醫院檢測流程都是標準程序 (SOP)，對每天重複一樣的

工作內容不感興趣，但對當年居家簡易驗孕片試劑覺得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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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於是決定未來從事各式檢測試劑的研發，而當時最簡

單的檢測方法大都是利用抗體的專一性辨認的方式設計，因

此決定報考國防大學微生物免疫研究所，希望跟隨當時將抗

體融合瘤技術帶回臺灣的葉明陽教授，未來希望以抗體方式

開發各式檢測試劑。」完成碩士學位後，因緣際會跟著中央

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的美籍研究員羅傅倫 (Steve R.) 持

續從事抗體研究，Steve R. 聰明睿智且研究邏輯清楚，非常重

視科學實驗控制組的設計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rol)，強

調完整的實驗設計能解決科學問題，沒有做好控制組的實驗

數據和垃圾沒兩樣，讓我懂得做實驗前先查相關文獻資料，

徹底了解實驗原理與注意事項，完成實驗設計後，就與先進

充分討論以降低實驗設計的疏失，並且確保提高實驗的成功

率，讓自己研究功力在不知不覺中增長與進步，常常在品嘗

到成功突破實驗瓶頸時，那種有如在雲霄中飛翔的暢快與感

動。跟 Steve R. 做研究就像打電動一樣，一起討論要怎樣打

贏這場仗，每過一關都會有很強的成就感，興奮程度更甚於

打電動，也體會到原來做研究是真的可以解決生命的問題。

完成博班與博後訓練後，Steve R. 曾問我，你每年有不

錯薪水加上百萬技轉分紅收入，為何要離開？我的答案是「頭

腦有好多研究想法，令我躍躍欲試，未來想跟老闆一樣建立

自己實驗室，挑戰那為所欲為的研究樂趣 ......」。很幸運的，

2001 年回到母校高雄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但當時校方對新

進教師提供的研究資源相當有限，且首當其衝要面對高醫新

進教師的六、七、八條款的新規定，礙於現實只能拿出研究

者分析精神，立刻檢視環境與資源，且結果令人欲哭無淚，

但這是自己選擇的路，解決問題才重要。首先先爭取系上公

共實驗室轉角共約三公尺長的邊桌當研究基地，以最快速度

申請並通過國科會計畫，但接下來碰到的窘境是系上竟沒有

研究生，靈機一動，只好訓練大學生當研究生，暑假帶著一

群螞蟻兵團到中研院 Steve R. 那培訓研究種子部隊，再殺回

高醫建立研究團隊。十八年來「蓽路藍縷」逐步完善實驗室

研究團隊的訓練制度，團隊每週定期進行

Group meeting：進行實驗進度與問題討論，並規畫下星期預

計進行的實驗；

Journal club：每週透過輕鬆的 paper 分享討論，以增進研究生

閱讀期刊的功力，引發科學想像力與創造力；

Research meeting：訓練研究生英文報告能力及研究成果的演

說功力；

Paper & Project Group：訓練學生邏輯性的編寫 paper 與

project，如何寫出讓人易懂、有創新性的 paper 與 project。

另外除研究專業訓練，學生還要接受智財與創新創業等

跨領域專業訓練，加值學生專業技能與未來競爭力，毫無保留

的教導學生全套的研究專業與技能，更加值學生跨領域智財與

創新創業技能，教與學相長，藏富於學生，分享學生技轉成果，

實驗室風評經由口耳相傳，吸引更多學生的認同與回流加入博

士班與碩士班的行列，逐步建立起約五十人的堅強研究團隊。

一生中研究最大的目標設定在「至少有一件我的研究

發明能上臨床或產業應用 ! 」，研究就是要創新、創新、再

創新應用，近年來，本團隊可定量任何 PEG- 藥物的 Anti-

PEG Abs 抗體材料移轉達一百五十七件，總金額達新臺幣 

16,644,289 元，研究績效斐然。另外，創新抗體鎖 (Hinge 

lock) 發明獨步全球，以抗體本身腰部 Hinge 當抗體鎖，以蛋

白酶受質胜肽連結抗體和抗體鎖，形成具蛋白酶專一性之前

驅抗體，唯有在蛋白酶過度表現的患部區，抗體鎖才能被移

除，回復原有抗體功能，中和疾病區域抗原，有效升級現今

抗體藥物選擇性（疾病區選擇性活化）、降低副作用，可廣

泛成功應用於各種抗體，為現行抗體藥物的選擇性帶來革命

性的突破（升級現有抗體），目前創新技術已申請十五個國

家專利，其中在臺灣、南非、澳洲 ... 等十國已通過認證，卓

越成果已被頂尖期刊 PLoS Biol. June 13, 2019 刊登，更重要

的是抗體鎖以技轉實收技轉金共達 135,985,399 元，也積極和

全球藥廠進行推廣及技術合作開發，藉由抗體鎖

一、「增值」現有抗體藥物

二、「新生」專利即將到期或已過期的抗體

三、「復活」先前因副作用而下架的抗體藥物，有效改善現

今抗體藥物選擇性，為現行抗體藥物的選擇性帶來革命

性突破。

未來透過「鎖一抗體一技轉」的方式，與各大藥廠進行

合作開發與技轉授權，加速抗體鎖平臺的商品化，提供病人

更好的用藥生活品質，對主流抗體藥領域之影響性、改革性

與貢獻性卓著，是一項獨步全球的創新發明，完善轉譯研究

成果，貢獻高醫與造福全世界人類。

最後，感謝一群時時鞭策我蛻變與勇往直前的螞蟻雄兵

（學生），藉著教學相長讓我不斷精益求精，直達夢想的目標，

也感謝家人一直體諒「貪玩研究的我」，他們是我最強的後盾。

具體貢獻事蹟

抗體藥物是透過辨認抗原達到療效，但全身性的中和抗

原易導致副作用的產生，長期使用會影響病患的生活品質。

因此如何再提升抗體對疾病區抗原的選擇性，而不會全身性

抑制正常組織的抗原實為當務之急。本抗體鎖 (Hinge Lock) 創

新發明，以抗體自身腰部的 Hinge domain 做為抗體鎖，形成

雙硫鍵的特性，可在立體空間上遮蔽抗體結合位 (CDR)，由

於抗體藥物的骨架十分類似，可應用於屏蔽所有的抗體藥物

活性，研究已證實可應用於多種臨床抗體上，形成 Hinge- 抗

體可完全被蛋白酶選擇性活化，更於活體中證實抗體鎖能增

加抗體對疾病區的選擇性、療效與降低副作用，升級任何抗

體藥物選擇性，對於需要長期使用抗體藥的病患（如自體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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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病、癌症、慢性病），將能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使病

人得到最好醫療品質的照護。因此本研發最大之社會效益是：

1、抗體鎖能夠有效提高抗體對疾病區的選擇性，進而降低抗

體藥的副作用，對於需要長期使用抗體藥的病患，將能改

善病患的用藥安全與生活品質，增進病人福祉。

2、抗體鎖能夠建構出更具選擇性的「第二代前驅抗體藥物」 

（升級現有抗體），讓高副作用抗體藥只選擇性活化於疾

病區域，進而最佳化藥物的使用劑量與療效，使病人得到

最好醫療品質的照護。 

3、抗體鎖可廣泛應用於多種抗體－為抗體藥物的研發帶來革

命性突破：我們自體移植抗體自身腰部Hinge domain (copy 

& paste) 到抗體頭部，由於抗體藥物的骨架十分類似，因

此本抗體鎖可應用於所有的抗體藥物，進而最佳化藥物的

使用劑量，對抗體藥領域之影響性與貢獻性卓著。

4、創造廣大商機－「鎖一抗體一技轉」：我們已申請十五個

國家專利認證來保護抗體鎖技術，且已獲得臺、美、日、

中、歐盟（德、英、法、瑞士）等十國認證，目前抗體

鎖平臺四年使用費實收技轉金共一億三千五百九十八萬

餘元，目前也積極和全球藥廠進行推廣及技術合作共同

開發，透過「鎖一抗體一技轉」的方式，為各大藥廠提

供客製化前驅抗體藥物（如 Roche and Genentech, Merck, 

Abbott, Amgen, J&J... 等世界級大藥廠），進行技轉授權

(sub-license) 或共同開發創新前驅抗體藥物，積極拓展全

球市場開發，改善抗體藥安全性，為抗體藥物的行為帶來

革命性的突破，商機無限，對醫藥科技發展與國家社會具

有重大之影響性與貢獻性。

研究展望

研究室就像一個 「創新研發中心」，創新想法解決人類

問題，「解決科學的不滿足與瓶頸 (Gap) 」，科學研究永無

止境，需要的是不斷的努力與自我提昇的態度，其過程中自

然容易掌握機運而突破科學的 Gap，簡單的說研究就是要創

新、創新、再創新，實驗室每當要執行研究題目，就要確定

研發主題是全球創新（全球 Top1），能解決科學問題，且有

產業應用性才會付諸執行，當然創新研究與專利是相輔相成

的，好的研究可發表於世界級的期刊，而發表就是最好的國

際宣傳，如能加上專利保護，吸引廠商投資，對創新研究成

果的產業化更會是如魚得水，有創新專利的研究才有更大機

會貢獻全人類，沒專利的創新研究是較不容易造福人類，為

什麼？因為生醫藥物的發展到臨床使用，常需 Phase I, II, III, 

IV 人體試驗，其花費動輒數十億數百億臺幣且成功率不高，

如果沒有專利保護，讓廠商有數十年全球獨佔市場，是沒有

廠商會願意拿錢出來投資完成臨床試驗，創新研發成果反而

不易造福人類，而當藥物渡過專利期，全世界就能用到便宜

的藥物，因此有創新專利的研究才有更大機會造福全世界，

我想這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希望自己與團隊持續在在創新

研究上努力，這樣才有機會掌握研究機運，更期待自己終身

研究能完成「至少有一件團隊的研究發明能上臨床或產業應

用 ! 」 完善轉譯研究，貢獻與造福全人類的目標。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spirit of TECO Award's establishment is to encourage 

R&D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promot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nhancing society's well-being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being vital to both society's and a 

nation's development. Such spirit is in coherence with the goals of 

my research. Simply put, research is all about.

I am truly honored to have been nominated and chosen as the 

winner of this year's TECO Award.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committee's 

recognition of our team's innovative R&D. Their expectations 

are what motivates our team to go the extra mile in conducting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R&D, with the goal of 

overcoming scientific challenges and issues. The TECO Award's 

continuous encouragement for innovative scientific R&D will not 

only be instrumental, but also contribute to med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benefit a nation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 majored in Medical 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for my undergraduate study. "During my senior year hospital 

internship, I realized that hospitals all adop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when it came to their testing procedures. 

Although I wasn't too thrilled about undergoing the same repeated 

tasks on a daily basis, I was intrigued by the simple do-it-at-home 

pregnancy test kit that was new to the market at that time. It was 

then that I decided to engage in the R&D of various detection 

reagents in the future. The simplest detection method adopted 

at that time reli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antibody specificity. It 

prompted me to apply for the Master's Degree program offered 

by the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I wanted to study under Professor Ming-Yang 

Yeh, the first person to introduce antibody hybridoma technology 

to Taiwan at the time. My goal was to use antibodies to develop 

various detection reagents in the future."  

After acquiring my Master's Degree,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continue antibody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Dr. Steve 

Roffler, an American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t Academia Sinica for my PhD studies. Dr. Roffler 

is brilliant and his research logic is explicit. H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control group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rol) in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 well-designed 

experiment achieves scientific advancements while one that does 

not, lacks any real value. Under Dr. Roffler's guidance, I learnt 

the essential steps prior to 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 Conduct 

study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ferences, in order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experimental principles and detailed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After designing the experiment, engage discussion 

with senior scientists to reduce negligence and failure rate. By 

doing so, my research capabilities grew and I would often be on 

cloud nine after achieving experimental breakthroughs. Doing 

research alongside with my mentor was like playing a video game. 

As if we were in a video game, the Professor and I would dis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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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win the battle and achieve victory. Every time we got to 

the next level,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would overwhelm me 

and I realized that conducting research can solve problems in life.

After completing acquiring my doctoral degree and post-

doctorate training, my supervisor, Dr. Rofller asked me, "You are 

paid a handsome annual salary here and even granted dividend 

income well over a million dollars in the form of technology 

transfer deals. Why do you want to leave?" My answer was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research ideas in my mind and I wanted to 

establish my own laboratory to challenges that interested me. 

Fortunately, I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assistant professor by 

th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MU) in the 2001. However, 

the research resources available to KMU's new faculty at the 

time were quite limited, not to mention having to first cope with 

Articles 6, 7, and 8 of a newly imposed regulation. Adopting a 

positive research attitude, I combed through the research facility 

and was stunned by the lack of available resources. However, I 

myself chose this career path and the important thing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as soon as possible.

To begin with, I managed to gain the right to use a 3 meters 

long table at the corner of the shared laboratory as my research 

base. I then subject my proposal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s short time as possible and was shortly approved. The next 

challenge was the lack of graduate student in my department! 

Where do I go to find research assistants? I decided to train the 

undergraduates as if they were graduate students and had them 

contribute as research assistants. One summer break, I took the 

students to Dr. Rofller's laboratory in Academia Sinica to train 

them in becoming seedlings for my research further down the 

road,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KMU to form my own research 

team. The following 18 years in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eam training system was a journey of hardship.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weekly group meetings 

to discuss study progress,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plans the 

experiments to be conducted the following week. There is also the 

Journal Club, which allows for casual sharing and discussion of 

research papers, improving the graduat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publications while also sparking their scientific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Research meeting: To train graduate students' 

English brief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for research findings; the 

Paper & Project Group: To train students on how to organize a 

research paper and present it in a logical manner, and how to write 

a paper and project that i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incorporates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research trainings, students 

also receive cross-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start-up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gain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I 

teaching students a full set of researc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help 

them gain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start-ups. Not only do I learns from students, I 

invest in students share the students' technology transfer results. 

That is how I built up the reputation of our research laboratory. 

This approach gained the approval of more students, many of 

which joined the doctorate and master programs. Eventually, I 

built a strong research team of approx. 50 strong.

The main goal of my research career is to have "at least 

one of my research inventions applied in clinical 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Research is about innovation, innovation, and re-

innovation of app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our team has 157 cas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quantifying anti-PEG Abs antibody 

materials of any PEG-based drugs which was worth a total of 

NT$16,644,289. Furthermore, the unrivalled innovative invention 

of antibody hinges use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antibody itself as the 

lock and connects the antibody and hinge through protease peptide 

substrates to form a protease-specific progenitor antibody. The 

antibody hinge only can be removed in the affected area where 

the protease is over expressed, thus regain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antibodies, neutralize the antigens of the disease site, thereby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electivity of existing antibody drugs 

(selectively activated in the disease site),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This invention can be widely applied to all kinds of antibodies 

and will bring a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the selectivity of 

existing antibody drugs (enhancing the existing antibodies).

At present, patent applications have been filed for this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15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mong them 

the invention has acquired patent certification in 10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South Africa, Australia, etc.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outcome was published in the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PLoS Biol. on June 13, 2019. More importantly, the 

antibody hinge technology has generated a total income of 

NT$135,985,399 in technology transfer. Promotions to and 

collaborative joint developments of the technology with glob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actively under way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ectivity of existing antibody drugs by applying 

antibody hinges through, 1."Enhancing" existing antibody drugs, 

2."Re-inventing" patents of antibodies that will soon expire or 

have expired, 3."Reviving" antibody drugs that have been pulled 

from the market. This technology will bring a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the selectivity of existing antibody drugs.

In the future, this innovative technology will be trans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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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One antibody hinge, one license" method in working 

with maj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n joint developmen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licensing to speed up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ntibody hinge platforms, thereby providing patients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when on medication. The invention has 

made magnificent impact,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mainstream antibody drug industry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n unrivaled innovative invention that optimizes translational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KMU, and benefits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my students who constantly urge me to pursue transformation. 

They are the force that kept me going forward. By teaching 

students and learning from them, I am granted the ability to make 

continuous advancements toward my goal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family for tolerating a "a research fanatic"; they have 

been a unwavering pillar of support.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Antibody drugs realize treatment efficacy through antigen 

recognition. However, neutralization antigens within the whole 

body can easily induce side effects and affect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ho are long-term user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tigen selectivity of antibodies in 

the disease sites without having antigens subject to systemic 

normal structure suppression. The innovative invention of 

hinge domain use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antibody itself (hinge 

domain) as the lock to form disulfide bonds, which can shield the 

complementarity determining region (CDR)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Due to the structure similarity among antibody drugs, 

the shielding function can block all activities of antibody drugs 

and researches have proven that hinge-engineering can be 

implemented on multiple clinical antibodies to form hinges - 

antibodies can selectively be activated by proteases completely. 

It is further proven that the antibody hinge can enhance the 

selectivity and efficacy of antibodies in the disease site in living 

organisms as well as reduce side effects. Enhancing the selectivity 

of any antibody dru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long-term usage of antibody drugs 

(patients with cancer, autoimmune disorder, chronic disease). This 

will allow patients to receive best quality healthcare. The major 

social benefi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antibody hing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electivity of 

antibodies in the disease site and further reduce side effects 

caused by the antibody drugs. For patients that are long-term 

users of antibody drugs, it can improve patients' medication 

safety, as well as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2. The antibody hinge can construct "the second generation 

progenitor antibody drugs (enhancement of existing 

antibodies)" with better selectivity to restrain the antibody drug 

with severe side effects to only be activated within the disease 

region. This optimizes the dosage and efficacy of the drugs and 

provides the best healthcare quality for patients.

3. The antibody hinge can be widely applied to all kinds of 

antibodies and bring a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the R&D 

of antibody drugs: We have transplanted the hinge domain (copy 

& paste)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antibody to the top end. Due 

to the structure similarity among antibody drugs, the antibody 

hinge can be implemented on all antibody drugs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given dosage. The invention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mainstream antibody drug industry.

4. "One antibody hinge, one license", the antibody hinge 

creates grea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 have filed the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this innovative antibody hinge 

technology in 15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have acquired 

patent certification in 10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United 

States, Japan, China, European Union (Germany, United 

Kingdom, France, Switzerland). Currently, the usage fees 

of antibody hinge platforms have actually generated a total 

income of NT$135,985,399 in technology transfer within 4 

years. Promotions to and collaborative joi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with glob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actively 

under way.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One antibody hinge, 

one license" to customize progenitor antibody drugs for all 

maj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cluding world-clas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uch as Roche and Genentech, 

Merck, Abbott, Amgen, J&J), we grant licenses and sub-

licenses, or jointly develop innovative prodromic antibody 

drugs, actively exp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market and improve the safety of antibody drugs. The antibody 

hinge technology is a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the use 

of antibody drugs and creates a vast business opportunity tha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nation and society.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A research laboratory is like an "innovative R&D center" 

with innovative ideas to solve problems of human beings, and 

to "solve the deficiency and gap in science". There is no end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rsing constant self-improvement 

is necessary. Through the course, it is easier to get hold of the 

opportunity and make breakthroughs of the gap in science. 

Simply put, the essence of research is innovation. Whenever there 

is a research topic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laboratory, we first 

determine that the research topic is a new innovative one in the 

world (Top 1 in the globe), can solve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be 

implemented a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n we will proceed with 

the research. Innovative research goes hand-in-hand with patent 

protection. Exceptional research can be published in world-class 

journals, which is the best the industry's beset form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With patent protection in place to attract investments 

from manufacturer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optimized. An innovative patented research 

will better contribute mankind than an unpatented one. Why is 

that? It is because from development to clinical trial, a biomedical 

drug frequently needs undergo Phase I, II, III, IV human subject 

testing. This alone can cost tens of billions of New Taiwan Dollars 

wields an unfavorable success rate. Without patent protection 

to secure the global market shares for several decades, no 

manufacturers are willing to invest in the drug on clinical trials. 

As a result,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utcome will not be able to 

easily benefit mankind. The reason is easy to comprehend. I hope 

that my team and I will continue focusing on innovative research, 

so that we can make use of any research opportunity that arises. I 

also hope that my lifelong research can fulfill the goal of having 

"at least one of my team's research inventions made applicable 

to clinical 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ptimiz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nd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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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改變以求進步

To improve is to chan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omedic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高 嘉 宏 先 生
Jia-Horng Kao．58 歲（1962 年 4 月）

評審評語

專長病毒及肝臟疾病的研究，其中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

系統性的藥物治療研究成果領先全球，成功的預防慢性

病毒肝炎的併發症，在學術及臨床應用上貢獻卓著。

Dr. Kao is an expert in hepatitis viruses and liver diseases 

research, with leading clinical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ntiviral therap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 to prevent 

the complications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　　　　　　　　　　　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終身職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副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　主治醫師

曾 任
臺灣肝臟研究學會　　　　　　　　　　　　　　秘書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所長 

臺灣肝臟研究學會　　　　　　　　　　　　　　會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胃腸肝膽科　主任 

教育部國家講座　　　　　　　　　　　　　　　主持人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評審委員推薦我成為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生醫科技的得主，這個獎對我個

人跟研究團隊是一個莫大的肯定。病毒性肝炎，尤其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為全球性的健康課題，是慢性肝病，

肝硬化，肝癌和肝臟移植的最主要原因。事實上，肝病

可說是臺灣的國病，在國人十大死因中，慢性肝炎與肝

硬化在過去均佔第六位，但在政府有效治療 B 肝和 C 肝

藥物的引進及廣泛使用後，目前已降為第十位，然而肝

細胞癌仍高居癌症死因第二位，僅次於肺癌。在臺灣的

慢性肝病患者中，七成是由 B 型肝炎病毒所造成，其餘

則和 C 型肝炎病毒有關。此外，肝病亦對臺灣經濟造成莫

大的負擔，包括社會成本和生產力的喪失。由於肝病對臺

灣人民健康影響甚鉅，在已故恩師陳定信院士指導下，

本人近三十年來一直針對「慢性病毒性肝炎」作研究，

深入探討「病毒性肝炎精準醫療」之病程進展風險分層

與治療，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讓臺灣甚至全球的慢性病毒

性肝炎患者都能夠得到最好的處置並節省醫療資源，達成

「2025消除臺灣C型肝炎」跟「打造一個沒有肝病美麗島」

的願景。在整個的研究過程裡面，最要感謝的就是引領我

進入病毒性肝炎領域的已故陳定信院士跟賴明陽教授，沒

有他們的言教，身教，鼓勵跟指引，我在研究進展上不會

這麼順利，也要感謝陳培哲院士在肝炎病毒學跟研究態度

上的開導，研究環境上要感謝臺灣大學跟臺大醫學院提供

良好的空間跟設備讓研究能夠積極開展，研究經費上則要

感謝科技部、衞福部、臺灣大學，臺灣大學附設醫學院跟

附設醫院的科研計畫。最後要感謝支持我的家人跟參與研

究的病患、家屬以及團隊成員與共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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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心傳承精準研究 追求無肝病時代的濟世醫者 採訪撰稿 / 劉嘉韻

肝炎曾被喻為臺灣的國病，尤其是四十年前因 B 型

肝炎病毒肆虐，成為全球 B 型肝炎帶原率最高的國家。如

果用棒球比賽比喻臺灣對抗肝炎病毒的歷史，中央研究院

已故院士宋瑞樓和陳定信師生兩人無庸置疑是這場戰役先

發投手群，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高嘉

宏，受到宋瑞樓啟蒙進而追隨陳定信中繼登場，在 B 型肝

炎被成功壓制之後，承接對抗 C 型肝炎的使命，更要承先

啟後帶領年輕研究團隊終結肝炎病毒危害，打造臺灣成為

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父母忙碌的背影  形塑勤奮生活態度

正如醫師給人的印象，高嘉宏看上去就是一派平和、冷

靜、睿智，這樣不慍不火的性格，源自於成長背景。高嘉宏

是臺北人，老家在昔日艋舺的中央市場旁；父母是水果中盤

商，從中南部找果農契作，把水果整批運送到臺北後，再批

給零售商，「他們每天清晨四、五點就必須起床照料生意，

工作非常辛苦。」生意忙到母親在生完妹妹的第二天就到店

裡記帳，「從小看著父母忙碌的背影，也養成了我不偷懶的

個性。」看到父母這麼早起床，高嘉宏也不好意思貪睡，因

此自小也養成早起的習慣。

在市場長大，高嘉宏要幫忙父母整理水果，從產地運

來的橘子，每籃四、五十公斤重，為了讓賣相好，還就讀小

學的他，必須把一大籃又一大籃的橘子倒在大箱子，用水一

顆顆清洗。在逢年過節的水果銷售旺季，通常要忙到深夜

十一、二點才能去睡覺；小小年紀就幫忙在店裡吆喝攬客，

「這樣的經歷，讓我社會化得特別早。」從小就深刻體會父

母工作的辛苦。

市場嘈雜環境練就波瀾不驚的性格

「我就讀小學前都是在市場裡混！」身為臺大醫院副院

長，高嘉宏笑說自己是在市場裡混大的。小時候最常和市場

裡的小朋友一起玩，尤其喜歡在腐爛的水果上抓蒼蠅「消滅

害蟲」，大家拿著一個塑膠袋去抓，大家比賽看誰抓得多。

雖說在市場吵雜的環境中長大，讀書卻是一路第一志願，但

他謙稱自己「平凡而順利」。

雖然父母是在市場做水果盤商，但相當重視孩子的教

育，尤其市場內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擔心孩子們念一般學校

會走偏，也不願意孩子們未來再從事相同的勞力工作，高家

的孩子多唸私立初中，「他們看我小時候唸書還可以，初中

就把我送去念私校。」當年必須經過甄試才能擠進私校，勤

奮的高嘉宏沒有辜負父母的期待，順利考進延平中學就讀。

高嘉宏回憶，初中老師教學特別嚴格，與現在愛的教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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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只要考不好就會被老師拿棍子打手心，但也在那時候

體會到，教育有機會讓人改變未來的生活環境。因此用功念書，

高中考取第一志願建國中學，讓父母對他有更高期許，以臺灣

大學醫學系為目標，日後可以當醫師。高嘉宏坦言，父母對他

的影響非常大，如果沒有當年父母幫他設立的目標，朝著臺大醫

科努力，或許現在會繼承父母的衣缽，當個水果盤商也不一定。

小時候家境小康，高嘉宏除了學到了勤儉、惜物，還學

到了心定。「古時候有孟母三遷的故事，因家住市場，孟子

開始學著叫賣東西，使得孟母擔心環境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

而再度搬家，但是我父母沒有學孟母三遷。」從小在嘈雜環

境成長，反而讓他練就在紛擾環境「定心」的能耐，「通常

大約清晨三點多，市場就會有貨車開進來，以前沒有隔音窗，

我很習慣把這些雜音當作生活的部分，自然的發生與存在，

這是住在市場旁最重要的鍛鍊」定心的功夫，讓他日後在面

對任何大小事情，心情都能夠波瀾不驚。

親炙大師風範  傳承精準門風

臺大畢業後，父母原本期許高嘉宏當個開業醫師，但他

卻選擇走上醫學研究的道路。啟蒙高嘉宏踏進內科領域的，

是臺大小兒科教授張美惠。高嘉宏回憶，在當實習醫師時，

曾在小兒科實習，要自己搜集資料做專題報告；張美惠當時

專門研究小兒肝病，就拿了本小型肝癌的專書給他看，內容

有關如何診斷及治療小型肝癌。在那個年代還很難診斷三公

分以下的小型肝癌，在當時是非常新的研究，不僅開啟高嘉

宏對肝臟疾病的興趣，也是他投入肝病研究的起點；在多年

之後，成為表現卓越受人景仰的內科醫師。

「其實從日治時代開始，就已發現臺灣人的肝病和日本

人的肝病臨床表現不一樣，臺灣的肝病從早年就相當普遍，

二、三十年前，肝癌是每年十大死因的第一位，直到現在肝

病仍舊盛行。」高嘉宏說，臺大對這方面很早就展開相關研

究，他在當住院醫師時就跟隨肝病泰斗宋瑞樓、陳定信、賴

明陽、許金川等知名教授學習。

已故宋瑞樓教授是臺灣肝病研究先驅，在高嘉宏擔任住

院醫師時已屆退休年齡，仍然會到腸胃肝膽科病房迴診，「那

場景就像在日劇看到的大主任巡診般，大教授帶頭走在前面，

後面跟著一群人，教授拿著病歷對著後面的醫師進行教學。」

宋瑞樓治學嚴謹，凡事講求精確的科學數據，對於醫師回報

「肝功能有點高」都會當場糾正，要講出肝功能數值才行。

這也影響到高嘉宏日後對學生的教學，凡事都要求精準，才

能做出有鑑別度的診斷。

人溺己溺  投入 C 型肝炎研究領域

因住院醫師時期跟隨嚴師宋瑞樓學習經驗，高嘉宏對胃

腸肝膽科更有興趣，真正決定投入肝臟研究，則是在第二年住

院醫師，當時內科團隊的領導者就是宋瑞樓的得意門生陳定信

教授。陳定信是我國肝病權威，被譽為「臺灣肝帝」，跟宋瑞

樓教授團隊證實Ｂ型肝炎病毒是臺灣肝炎、肝硬化、肝癌盛行

的主要元凶，也發現Ｂ型肝炎透過母子垂直傳染，促成臺灣推

動新生兒全面施打Ｂ肝疫苗，讓新生兒Ｂ肝感染率降到百分之

一以下，對肝炎防治貢獻卓著。高嘉宏追隨陳定信投入肝病治

療和研究，共同為臺灣培育不少傑出醫療工作者。 

高嘉宏回憶在住院醫師階段，陳定信常常會找住院醫師

討論個案，並引用相關文獻探討 B 型肝炎的問題。那時候教

科書都是西方人寫的，但是西方人的肝病和臺灣人的肝病不

太一樣，陳定信就引用臺灣人的 B 肝病例報告進行研究。高

嘉宏發現，就算醫療進步，但當時臺灣的肝病仍舊無藥可醫，

很多肝硬化與肝癌患者都會出現黃疸、腹水或意識不清，最

後甚至吐血而亡，「這些場景對我來講實在是衝擊很大，沒

想到醫療進步了，這些病人還是無法救治，肝病治療一定還

有能改善的地方。」因此決定向陳定信學習，投入病毒性肝

炎相關研究，選擇胃腸肝膽科作為他的次專科。 

三十年前，醫界對於肝炎的分類只有 A 型、B 型以及非

A 非 B 型，在做完第四年住院醫師後，當時擔任臺大臨床醫

學研究所所長的陳定信突然約見高嘉宏，當時他還擔心「是

不是哪邊沒有做好，老師要來責備我？」沒想到陳定信跟他

說，美國最新發現一個肝炎病毒的基因體，可能就是造成非

A 非 B 型肝炎的主因，陳定信當時也把臺灣一些非 A 非 B 型

肝炎病人的檢體送去美國檢測，發現都呈現這個新型肝炎病

毒抗體陽性，也就是現在所稱的 C 型肝炎，詢問他願不願意

臺灣肝病醫療策進會、聯合報於 10 月 23 日舉辦「台灣肝

淨未來論壇」。

與陳定信院長、陳培哲院士、張美惠院士、賴明陽教授及其他

同仁在台大醫學院 2 號館前庭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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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博士班就讀，以 C 型肝炎研究作為博士研究的題目。

高嘉宏進一步說明，在 1989 年之前，只知道有 A 型和

B 型肝炎，不是這兩類肝炎，卻有肝炎臨床表現的病患，統

稱為模稜兩可的「非 A 非 B 型」。B 型肝炎患者約有 10% 合

併有 C 型肝炎，陳定信當時與美國 Michael Houghton 的合作

研究發現，一般人唾液採樣 C 型肝炎抗體陽性約為 1%，但

這些病人的臨床症狀與長期預後，有多少比例會變成肝硬化

或肝癌等，在當時都還是未知數，在臺灣是全新的研究議題，

陳定信的指引成為他投入 C 型肝炎研究的契機。

研究就像接力賽  代代傳承

「陳教授是帶我進入肝病研究領域的人！」當時身為年

輕醫師，手上沒有太多病例可以進行研究，高嘉宏於是使用

陳定信過去搜集的檢體做研究，「這也影響我日後做研究的

習慣，盡量把檢體留下來，供研究團隊中的年輕醫師研究。

研究就像是場接力賽，過去我研究陳教授留下的檢體；現在

團隊的年輕醫師則使用我留下的檢體。」這個世代的檢體資

料庫已累積保存收集超過三十年各個不同世代的檢體，也成

為高嘉宏團隊日後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論文最珍貴的寶藏。

高嘉宏也因此跟陳定信建立亦師亦友、亦父亦子的深厚

情誼。陳定信教授於今年六月因胰臟癌離世，高嘉宏內心的

哀慟、懷念與感恩難以言表。「他的過世對我們衝擊很大，

因為時間真的太短。」高嘉宏今年三月出國參加學術研討會

回來，就接獲陳定信的秘書通知要開會，「當時我就想到

三十年前也是秘書通知我去找他，後來就唸了博士班；沒想

到這老師找大家開會，卻是宣布自己被診斷出胰臟癌！他知

道這個病難以治療、預後不佳，還把後面的事情都想好了，

找大家去就是要把他手頭上的研究工作做些分配，包括科技

部的計畫、基金會的業務，老師都一一做了安排。」

「老師生病的過程，真的讓我感到人生無常，也開始覺

得人生想要做的事情，要快點去做。」高嘉宏認知到妥善做

好工作規劃的重要性，萬一哪一天有什麼事情發生，年輕人

的研究才不會斷掉，「這也是陳教授當時跟我們說的，事情

規劃好了、有人承接且傳承下去，人生就沒什麼遺憾。」高

嘉宏更從陳定信身上看到傳承的典範，創造更好的環境，培

養並留住年輕人才，讓他們有明確的發展目標。

期待沒有肝病的時代來臨

「以新觀點來看舊問題，才能有新的發現。」高嘉宏強

調，做臨床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患者，不是為了研究而研

究，而是希望研究成果能夠回饋到病人身上。所有檢體都來

自病人，「病患願意把檢體交給我們，表示他們信任我們的

團隊。我們對病人就有責任，要好好善用病人的檢體，把研

究成果應用在病人身上。」

高嘉宏有個心願―「打造沒有肝病的美麗島」！在臺灣

平均每年在臺灣有一萬三千名國人因慢性肝炎、肝硬化、肝

癌等因素過世，死亡平均年齡大約 六十多歲，仍是有工作力、

生產力的年紀，通常也都是家庭的支柱，這象徵了一萬三千

個家庭會因此而破碎。B 型肝炎目前有疫苗接種，降低感染；

感染者也有抗病毒藥控制病情。C 肝則有口服藥物，治癒率

超過百分之九十七，就算罹患肝癌，三公分以下的小型肝癌，

都能夠治療處理，再施予抗病毒藥物，就能減少肝癌復發。

「如果這些事情都可按部就班進行 ，消除肝病絕對是可

預見的願景。」高嘉宏期待 2025 年 C 型肝炎能在臺灣滅跡；

在 2050 年可以看到 B 肝與其合併症大幅減少，讓肝病將不再

是臺灣國病，早日實現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緬懷恩師故陳定信院士，堅定信念，早日解決肝病的問題。

在臺大醫院西址大門與團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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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本人三十年來一直針對臺灣的國病「慢性病毒性肝

炎」作研究，建立 B 肝及 C 肝患者長期追踪和藥物治療資

料庫，由各個層面探討 B 肝及 C 肝病毒基因型與生物標誌

(biomarker) 在自然病程和藥物治療上之意義，近年則深

入探討「病毒性肝炎精準醫療」之病毒性肝炎風險分層與

治療。在 B 型肝炎方面，研究自然病史，長期使用抗病毒

藥物跟使用抗病毒藥物再停止藥物的長期追蹤世代，發現

可以預測未治療患者跟長期接受治療以及治療後停藥患者

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的重要病毒因子跟血清學標誌，並提

出相關處置流程給臨床醫師作為診療上的重要參考。最近

也積極參與 B 型肝炎新藥的臨床試驗，希望能在最短的時

間內達到「治癒 B 肝」的目標。在 C 型肝炎方面，早期利

用病毒基因型跟治療中的病毒學反應發展干擾素合併雷巴

威林的量身訂作治療。近年來則積極參與全球 C 肝全口服

新藥的臨床試驗並引進臺灣，獲得健保給付。爾後將聯合

全臺灣數十家醫院建立 C 肝治療資料庫，為長期追蹤 C 肝

患者的臨床預後奠下良好基礎。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讓臺

灣甚至全球的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都能夠得到最好的處置

並節省醫療資源。如今獲得「東元獎」，對於世衛「2030 

肝病歸零」 及臺灣「2025 消除 C 型肝炎」之目標將具有

重大指標性意義。

成就歷程

我 1987 年從臺大醫學系畢業以後，就進到臺大醫院內科

部擔任住院醫師。在第二年住院醫師時，到四西病房（也就

是胃腸科病房）當班。當時住院病人是由一位主治醫師帶領

第三年住院醫師跟第一年或第二年住院醫師以及實習醫師組

成一個團隊來照顧，主治醫師不一定每天會查房，主要是由

住院醫師來照顧病人，有問題時就跟病房總醫師討論，而主

治醫師基本上是來做教學回診。已故的陳定信院士是我們團

隊的主治醫師，他的查房跟別的主治醫師不一樣，因為他不

是只用教科書上的數據來做討論，而是引用臺灣自己的研究

數據，特別是 B 型肝炎研究的成果，在病人身上做驗證。因

此讓年輕的我對於肝病產生興趣跟做研究的熱情，也因為如

此就閱讀了不少臺灣師長前輩所撰寫的論文，對臺灣的肝病，

特別是 B 型肝炎的嚴重性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1990 年當了

總醫師之後，跟陳院士的接觸就越發的密切。當時他擔任臺

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有一天他請他的秘書跟我

約時間，說要討論一些事情，當時心裡有點緊張，不知道是

什麼地方做得不好要被訓斥。不過還好，陳教授和顏悅色地

跟我說如果我有興趣的話，可以就讀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並提到當時美國 Chiron 公司發現非 A 非 B 型肝炎病毒的基因

體（就是後來的 HCV），希望我能夠做這一方面的研究以了

解這個新發現病毒在臺灣的流行病學，疾病嚴重度以及發病

機轉等。由於對肝病研究有幾分憧憬，因此便答應了陳院士

要報考博士班，從此便展開我近三十年的研究生涯。

1994 年我以 C 型肝炎病毒的臨床跟分子病毒學研究獲得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的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裡面比

較獨特的發現包括 : 首次發表 C 肝病毒在家庭內以及配偶間

傳播，並用分子病毒學方法驗證為相同病毒株，此外證實不

同 C 肝病毒基因型可以在人類身上重複感染，對臺灣 C 肝病

毒基因型分布也做了探討，同時發現 C 肝病毒病毒量高低與

往後肝癌發生有關。在陳定信院士跟賴明陽教授主持的臨床

試驗中，提出干擾素跟雷巴威林合併治療會大幅提升 C 肝病

毒的痊癒率，這是全球的首篇報告，也改變往後二十年 C 型

肝炎的臨床治療準則。從這些個人的早期研究中，我開始了

解到好的臨床研究成果可以回饋到病人身上，讓病人得到更

好的醫療照護。因此博士班畢業後就開始獨立的研究，思考

在臺灣的肝病還是以 B 型肝炎為主，因此便把從 C 型肝炎研

究所得到的心得跟想法，應用到 B 型肝炎的研究上，開啟下

一個階段的研究歷程。在 2000 年時，首次發表 B 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會影響到慢性 B 型肝炎患者的臨床病程跟對干擾素的

治療反應，這樣的研究發現大大影響往後對 B 型肝炎自然病

史及抗病毒藥物的評估準則。後續研究也發現 B 肝病毒的基

因體變異以及許多病毒相關抗原都會影響病人肝癌發生的風

險，開始營造出病毒性肝炎風險分層與治療的精準醫療觀念，

利用先進科技和檢測，將前人未解決的問題加以闡明，為撲

滅國人慢性肝炎疾病盡綿薄之力，亦對國家社會及全球生醫

科技發展有所貢獻。我們團隊從 2000 年起開始從事 B 肝及 C

肝患者長期追�和藥物治療資料庫的建立，由各個層面探討 B

肝及 C 肝病毒基因型與生物標誌 (biomarker) 在自然病程和藥

物治療上之意義。

具體貢獻事蹟

1. 科技發展：病毒性肝炎，尤其 B 型肝炎是全球性的健康課

題。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評估，全世界約有二百五十七

萬 B 肝帶原者，臺灣也有二百二十萬 B 肝帶原者。慢性

病毒性肝炎是臺灣的國病，每一年約有一萬三千名國人死

於慢性肝病及其後遺症，其中約八千名死於肝細胞癌。吾

人自 1990 年起開始從事 B 肝患者自然病史 (SEARCH-B

及 ERADICATE-B)，長期使用抗病毒藥物 (CTEAM) 跟

使用抗病毒藥物再停止藥物的長期世代資料庫的建立，

由各個層面探討 B 肝病毒基因型，常見突變株與生物標

誌 (biomarker) 在自然病程和藥物治療上之意義，發現幾

個重要的病毒因子 ( 病毒基因型 C 與病毒基因體變異 ) 與

血清學標誌 (HBsAg 及 HBcrAg) 可以用來預測未治療患

者跟長期接受治療患者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以及治療後停

藥患者病毒 / 肝炎復發的風險，並提出相關的處置流程給

臨床醫師作為診療上的重要參考。最近也積極參與 B 型

肝炎新藥的臨床試驗，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治癒

B 肝」的目標。本系列研究已建立一個結合基礎與臨床之

轉譯醫學模式，發表多篇論文於胃腸肝膽學門之頂尖期刊

(Gastroenterology, Gut, Hepatology 跟 J Hepatology)。因此吾

人之研究成果在醫藥科技發展上具有創新性和改革性，並

極具學術和實用上之價值。於 2016~2018 年擔任教育部第

19 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2015 年 WHO 與世界肝炎聯盟 (WHA) 發佈《格拉斯哥宣

言》，以 2030 年為目標，希望減少 90% 的慢性 B 肝新病

例、減少 65% 的 B 肝死亡數，以及讓慢性 B 肝的治療率

達 80%。我國衛生福利部也同步規劃「2025 肝病減半」的

在超音波檢查室幫病友做肝臟纖維化掃描。

感謝病友提供寶貴的生物檢體，讓研究工作能夠持續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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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防治計畫。為了因應「2030 肝病歸零」及撲滅病毒

性肝炎之長遠目標，吾人在近五年進行系列「病毒性肝炎

精準醫療」之研究。吾人的「病毒性肝炎精準醫療」研究

乃利用先進科技和檢測，將前人未解決的問題加以闡明，

為撲滅國人慢性肝炎疾病略盡綿薄之力，亦對國家社會及

全球生醫科技發展有特殊貢獻。

吾人迄今已發表逾五百五十篇 SCI 論文及九篇書籍專章。

據 ISI Web of Science 統計，吾人論文之總引用次數，截至

2020 年 9 月 9 日為止，達 21,038 次，2017、2018 和 2019

年之引用次數分別為 1,796、1,845 和 1,983 次，平均每篇

論文被引用 27.54 次，h-index 為 66。這些統計數字都彰顯

出吾人過去研究成果對相關學門之重要貢獻。

2017 年應邀主編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消除病

毒性肝炎 NOhep」的 supplement，並主編 Springer 出版

的 Hepatitis B Virus and Liver Disease. January 2018 (ISBN-

13: 978-9811048425; ISBN-10: 9811048428) 一 書。 根 據

Expertscape 網站公告，本人在 B 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相關之研究成果居全球第三名，而在 C 肝（hepatitis C) 相

關之研究則為亞洲第二名。

2. 國際交流：吾人因在 B 肝之科研成就，於 2005-2019 年間，

多次應邀至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之 B 型肝炎研討會、美

國肝病學會 (AASLD) 年會、歐洲肝病學會 (EASL) 、日本

肝病學會 (JSH) 年會、韓國肝病學會 (KASL) 年會、香港

中文大學 (CUHK) 醫學院 25 週年慶之學術研討會、亞太肝

病學會 (APASL) 年會、亞太消化學會 (APDW)、滬港國際

肝炎研討會 (ILC)、Hepatology Society of Philippines (HSP)、

JDDW、KDDW 及其他相關國內外學會作開幕演講，專題

演講及擔任演講會主席，為臺灣發聲，並進行國際學術交

流。亦曾榮獲 2012 年亞太消化系醫學會 (APDW) Okuda

講座，這是亞太地區從事肝病研究者的最高榮譽。目前

也擔任臺灣肝臟研究學會 (TASL) 會長與多國的肝臟研究

學會積極進行學術交流。此外於 2002~2017 間擔任國際

學術期刊 Liver International 之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之編輯 (Editor)。目前為國內臨床

醫學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最高 (2.8) 的臺灣醫學會雜

誌 (JFMA) 的主編 (Editor-in-Chief)。亦曾擔任多本知名期

刊如 Gut，J Hepatol 和 J Infect Dis 之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並為一百一十八種 SCI 期刊擔任 Reviewer 審查稿

件，貢獻心力於國際學術社群，使國際學術界能體認臺灣

肝病研究者之水準和服務熱忱。於 2012 年擔任亞太肝病

學會 (APASL) 會長，於 2015 年獲選於美國肝病學會院士

(FAASLD)，更在 2019 年亞太肝臟研究學會 (APASL) 獲頒

Okuda-Omata 傑出成就�。目前也擔任 JGH 基金會理事以

及美國肝病學會亞太諮詢委員會的創始委員。

3. 國民健康與社會貢獻：本系列研究之成果進行臨床應用後，

將是達成「撲滅病毒性B型肝炎」長遠目標的重要里程碑，

可使 B 肝患者免於末期肝病如肝硬化和肝癌之風險，減少

B 肝帶原者家庭之負擔和社會成本，亦可挽救 B 肝家庭失

去親人之痛苦與不捨，對促進國民健康有莫大貢獻。達成

「2030 肝病歸零」及撲滅病毒性 B 型肝炎之後，將可樽節

健保往後處置末期肝病及合併症的龐大醫療支出 ( 依健保

署之資料，每人每年 36,000-95,000 元 )。而在新穎生物標

誌，醫療儀器跟新藥研發的研究及技術移轉，將促進相關

產業之發展，具有形及無形之經濟效益。也可以把臺灣的

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或地區，聯合全球服務於肝炎領域的

醫事人員及其他各界人士，攜手完成共同的目標。

研究展望

除了原來進行中的研究繼續貫徹，以創造更多知識，增

進人類健康福祉外，對上述各項研究重點和方向可有下列預

期效益。

1. 利用新的風險預測模型，將 B 肝和 C 肝患者作合宜的臨床

分類，既能節約醫療資源，又能適度治療患者，減少往後

發生肝硬化或肝癌的機會，可省下更多的健保支出，亦可

嘉惠全球 B 肝和 C 肝帶原者。

2. 創設 B 肝和 C 肝的個人化醫療，減少副作用和醫療費用，

使更多患者可達到清除病毒治療目標。

3. 瞭解 HBV 免疫學和 HBV cccDNA 調控之道，加以清除。

4. 大規模用 DAA 治療並篩檢 C 肝患者，並監測病毒清除後

患者之肝臟及肝外表現的長期預後。

5. 以新穎生物標記如 liquid biopsy 來早期診斷小型肝癌，俾

能接受根除性治療。

6. 善用如健保資料庫之大規模健康數據，分析疾病相關和治

療成效之趨勢。

7. 發展各期肝細胞癌之整合治療，以延長患者的存活。

8. 發展肝細胞癌動物模式，以作為新藥測試之用。

過往所獲得的研究獎項，不論大小，都是對個人及團隊研究

成果的最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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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the major liver diseases in Taiwan. My 

team has established the natural history cohort and treatment cohor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 patients, and studied the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viral genotypes, common viral mutants and novel 

biomarkers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natural history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as well as antiviral treatments. In recent years, we deeply 

investigated the precision medicine of viral hepatitis to explore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antiviral therapy. 

Regarding viral hepatitis B, we found important viral factors and 

biomarkers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HCC in treatment-naïve 

and treated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and proposed algorithms 

to provide better management plans for practicing physicians in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For the ultimate goal of "HBV Cure", our 

team actively engaged in early phases of hepatitis B clinical trials, 

aiming to reach the aim of "functional cure" as early as possible. As 

to viral hepatitis C, we have proposed genotype-guided and early 

viral kinetics-guided tailoring pegylated interferon plus ribavirin 

therapy. Recently, we participated many phase 3 clinical trials of 

interferon-free DAAs and introduced these effective regimens to 

Taiwan for reimbursement since January 2017. As of more than 

100,000 HCV patients have been treated with DAAs, with the cure 

rate of > 97%. Afterwards, the liver society will set a platform of 

HCV treatment registry to follow up these treated patients for their 

long-term outcomes. We do hope these research achievements will 

benefit the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and save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TECO 

Award" is surely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our previous efforts, and 

we will work harder to reach the WHO goal of "elimination of viral 

hepatitis in 2030" as well as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goal of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C by 2025 in Taiwa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 was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in 1987 and trained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rom 1987-1991. 

In 1998, I met my mentor, the late Professor Ding-Shinn Chen, 

when I was in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ward as a second-

year resident. Unlike other attending physicians, Prof. Chen taught 

us with his own data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hich impressed me 

and inspired my passion to do research on liver disease. In 1990, I 

was the chief resident and Prof. Chen asked me to visit his office. 

He told me that Chiron company cloned a viral genome of NANB 

hepatitis (i.e. hepatitis C virus later on), and encouraged me to 

study the epidemiology of this new virus as well as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aiwan. Since I was interested in viral hepatitis 

research, I promised him and received his instructions in the 

following 30 years. In 1994, I earned my PhD degree with the 

thesis of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molecular virology of hepatitis 

C virus"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the 

unique findings included: the confirmation of interspousal HCV 

transmission by using viral sequence comparison; different HCV 

genotype superinfection in a human subject, the distribution of 

HCV genotypes in Taiwan; the association of HCV RNA level 

and risk of HCC. In addition, the clinical trial conducted by 

Prof. DS Chen and Ming-Yang Lai firstly reported combination 

therapy of interferon and ribaviri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ure 

rate of HCV, which later became the standard of care and then 

changed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CHC therapy for nearly 20 years. 

From these earlier studies, I realized that a good clinical study 

can benefit our patients for a better medical care and save more 

lives. After graduation, I became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 and 

considered since HBV was still the major etiology of liver diseases 

in Taiwan, I should apply the research experiences from HCV to 

HBV studies and stepped to my next stage of research career. In 

2000, I reporte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HBV genotypes for the 

first time, demonstrating HBV genotype C had a more aggressive 

disease and poorer response to interferon therapy than genotype B 

in Taiwan. These data open a new window for HBV research and 

heavily impact future studie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HBV 

therapy. Subsequent studies further showed common HBV mutants 

and several HBV viral antigens affected the HCC risk in treatment-

naïve CHB patients, which shape the idea of "risk stratification of 

viral hepatitis" as well as "precision medicine" to address unmet 

clinical needs and aim to eliminate viral hepatiti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Since 2000, my team established the long-term follow-up 

cohort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viral treatments and examined 

仰望蒼穹，思考如何早日達成「打造一個沒有肝病的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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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viral genotypes and novel biomarker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as well as antiviral therapy from various aspect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Viral hepatitis, especially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is a global health threat because of its disease burden. WHO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257 million people living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worldwide. Of particular note, Taiwan is a 

country endemic for viral hepatitis B, with ~2.2 million HBV 

carriers and ~13,000 people die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s and 

their complications. Among them, 8000 are attributable to 

HCC. Since early 1990s, we established several long-term 

follow-up cohorts regarding HBV natural history (SEARCH-B 

and ERADICATE-B), IFN and NA-treatment (CTEAM) 

and NA cessation. By using molecular assay and serological 

markers, we identified several important viral factors (HBV 

genotype and common HBV mutants such as BCPm and 

pre-S deletion) and biomarkers (qHBsAg and HBcrAg) to 

predict risk of cirrhosis and HCC in treatment-naive and NA-

treated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risk of viral/clinical relapse in 

patients who discontinue NA therapy could also be stratified 

by serological and immune markers.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the management algorithms by HCC risk stratification 

are proposed for the daily clinic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w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linical trials to search for novel agents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anti-HBV actions to reach the goal of 

"HBV cure" as early as possible. Throug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to incorporate basic and clinical studies, our serial innovative 

papers appeared in top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journals like Gastroenterology, Gut, Hepatology and J 

Hepatology. Thus, our research results are with both academic 

and clinical importance. I was elected as the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2016 to 2018. 

The 2014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quest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of eliminating viral 

hepatitis, and the 2015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ts to combating viral hepatitis (Target 3.3). WHO 

announced to eliminate viral hepatitis in 2030, and MOHW of 

Taiwan also propose to halve liver diseases by 2025, we are 

conducting studies on "precision medicine in liver disease" to 

reach these important goals. 

As of Sep 2019, we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520 peer-

reviewed articles and 9 book chapters. According to the 

search results from ISI Web of Science shown below, as of 9 

September 2020, the total citation numbers of our previous 

publications are 21,038. The citation numbers in 2017, 2018 

and 2019 are 1796, 1845 and 1983,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citation numbers of each paper are 27.54 and there are 66 high 

citations (h-index) papers, highlighting the impact of our papers 

on the discipline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In 2017, I was invited to edit a supplemental issue for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co-edited a book entitled "Hepatitis 

B Virus and Liver Disease. January 2018 (ISBN-13: 978-

9811048425; ISBN-10: 9811048428)" with Professor Ding-

Shinn Chen. According to Expertscape, my research impact on 

"hepatitis B virus" is ranked third in the world and is ranked 

second in Asia on "hepatitis C". 

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ver the past 2 decades, I was invited to give keynote and 

special lectur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ocieties such as AASLD, EASL, APASL, APDW, JSH, KASL, 

JDDW and KDDW. I was elected as the Fellow of AASLD 

in 2015. I was awarded the Okuda Lectureship by APDW in 

2012 and Okuda-Omata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by APASL in 2019. I had been the editors of JGH and Liver 

International, and I am now serving as the chief editor of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sitting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GUT, 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APT),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JID), and 

the Clinical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I am a reviewer of 

118 peer-reviewed journals, and serve as the trustee of JGH 

foundation and the founding member of AASLD Asia Pacific 

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

3.  Health promotion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The results of our serial studies on HBV can be translated into 

clinical practice to reach the long-term goal of "Elimination 

of viral hepatitis B" and prevent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from 

developing end-stage liver disease such as liver cirrhosis and 

liver cancer. The benefits include the reduction of disease 

burden and medical expenditure as well as societal cost. Thus, 

my academic resear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people´s health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discovery of novel 

biomarke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al devices and new 

antiviral treatments will foster the relevant industry and increase 

economic benefits. We can also share our experience and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WHO by 2030.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Continuation of existing studies to create more evidence-

based knowledge and promote human health with the following 

anticipating results: 

1. Using new and validated risk prediction models to stratify 

HBV and HCV patients into low- and high- risk populations. 

Different strategies can be used to manage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CC risks to save medical expenditure.

2.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ized therapy for HBV and HCV 

patients to reduce 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ffects and medical 

costs. This measure will make more patients achieve the goal of 

"Elimination of viral hepatitis".

3.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HBV immunology and modulation 

of HBV cccDNA to hasten HBV cure. 

4. Screening and treating HCV patients by using high potent DAA 

regimens. 

5. Identifying small HCC by novel tumor makers like liquid 

biopsy to increase the rate of curative therapy. 

6. Making good use of big data such as NHI claim database to 

analyze association of diseases and treatment responses. 

7. Developing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HCC patients at different 

clinical stages.

8. Developing HCC animal models for testing novel anti-cancer 

drugs.

所有的研究發想，都是從小小的試管開始逐夢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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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六億年間地球曾歷經五次生物大滅絕，科學界在

90年代末期就開始警告第六次大滅絕危機可能降臨，如今更

是藉由各種研究證實，不少物種已在人類來不及認識前就從

地球永遠消失。

在生命科學領域耕耘多年的清華大學講座教授李家維，

在台泥董事長辜成允及其母親辜嚴倬雲的大力支持下，2007

年元月在屏東高樹鄉建置「辜嚴倬雲熱帶植物保種中心」， 

十四年來收藏接近三萬四千種熱帶植物，物種豐富度為世界

之最，許多在野外瀕臨絕種甚至已經找不到活體的植物於此

留下一線生機，宛若植物版的諾亞方舟，來此探訪的各國植

物學家絡繹不絕，成為臺灣守護世界熱帶植物的堅實堡壘。

其在物種保育領域專注的研究、專業的教學、人才培育與豐

碩的蒐藏成果，成功而影響深遠。其以物種保育的成就確保

全世界的自然生態平衡與永續的行動，充分體現東元獎「科

文共裕」的精神。

人文類獎
Humanities AWARD

「人文類獎」在「東元獎」第六屆起設置，設獎

領域是本基金會長期對於臺灣社會發展的觀察，

並經過董事會嚴謹的探討、專業的思考而擬定。

其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倡議該項議題對於社會發

展的意義，並呼籲全民重視與行動。歷年來皆順

利的遴選出最具代表性，且對相關領域具有貢獻

事蹟，對臺灣社會影響深遠的人士。第二十七屆

的人文類獎，以「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為遴

選領域，獎勵「致力於保護臺灣瀕危之動、植物

原生種，確保臺灣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環境永續

發展，並成功喚醒社會大眾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

與實踐，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者。」

設獎緣起

先天下物種之憂而憂  隨宇宙萬象之樂而樂



HUMANITIES AWARD

Social Service
Species Conservation

做，就對了。

Just do it!



Humanities Award
Social Service Species Conservation

李 家 維 先 生
Chia-Wei Li．67 歲（1953 年 9 月）

評審評語

以保育全球熱帶植物為願景，在台泥集團支持下，於

2007 年成立「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迄今蒐集活體

植物約三萬四千種，為全球之冠，在物種保育與人才培

育貢獻卓著。

With a mission of preserving the tropical plant diversity from 

around the globe, Dr. Cecilia Koo Botanic Conserv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supported by the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To date, around 34,000 plant species 

are thriving in the center, a number that is unparalleled even 

among the elite botanical gardens in the world. The center's 

conservation efforts, as well as the dedication in biodivers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ivotal in 

today's ever changing environment.

學 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博士及博士後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學系　　學士　

現 任

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執行長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臺灣中文版《科學人》雜誌　　　總編輯

曾 任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館長

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所　　所長

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特別顧問及主任秘書

慈濟大愛電視臺【大地與人的對話】主持人

得獎感言

疫情當前，大家惶惶於人類的健康與經濟前景，然而世人

也同時陷身於另一場更具威脅的風暴，那就是全球氣候變

遷與物種滅絕，維護地球生態存續及生命多樣性是現今最

艱難的挑戰。感謝「東元獎」對我們為熱帶植物建庇護所

的肯定，謹代表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的同仁們，感謝熱

心支持的台泥企業團、科技部及社會大眾。我們將更努力

為芸芸眾生保種，也歡迎大家的合作參與。

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盼東元獎持續關注物種保育及友善環境的科技發展。

於索羅門群島探索世界上葉子最長的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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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 郭怡君

過去六億年間地球曾歷經五次生物大滅絕，科學界在

1990 年代末期就開始警告第六次大滅絕危機可能降臨。近

年來各種研究證實，不少物種已在人類來不及認識前就從地

球永遠消失，如果不採取任何保護行動，現存近四十萬種植

物到本世紀末估計會有多達三分之二滅絕！在生命科學和

科普領域耕耘多年的清華大學侯金堆講座教授李家維，受台

泥董事長辜成允及其母親辜嚴倬雲的大力支持，2007 年於

屏東高樹鄉建置「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宛若植物版的

諾亞方舟，十四年來蒐藏接近三萬四千種熱帶和亞熱帶植

物，物種豐富度為世界之最，許多在野外瀕臨絕種甚至已完

全找不到活體的植物於此留下一線生機，來此探訪的各國植

物學家絡繹不絕，成為臺灣守護世界熱帶植物的堅實堡壘。

自幼深愛大自然  蒐藏功力達一甲子

曾去過李家維位於苗栗南庄玻璃屋「荒堂」的人們，都

會驚豔於這位博物學家豐富多元的蒐藏：億萬年前的化石、

各式唐朝彩繪俑、九百尊宋朝到現代的神佛像、尺寸罕見的

元朝鈞瓷、涵蓋動植物和礦物的五百種藥材標本罐、意義非

凡的拓碑、親手製作的動植物標本 ... 聽著主人細數這些蒐藏

的來龍去脈，與玻璃屋大門出自蘭亭集序的對聯「仰觀宇宙

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相互輝映。

「我從小就演練蒐藏東西的過程，自詡有一甲子的功

力。」1953 年在澎湖出生的李家維說，幼年因鄰居醫生診斷

為體弱心臟不好，當同學們追風似地踢球，他就獨自在海灘

吹風看浪撿貝殼領略大自然的奧妙，當年澎湖家宅的圍牆都

是珊瑚礁體化成的咾咕石構成，裡頭包著各種貝殼碎片，「就

先天下物種之憂而憂 隨宇宙萬象之樂而樂

算去不成海邊也會在咾咕石上面摳呀摳的。」除了收集貝殼，

李家維童年最愛畫畫，小學三年級就有作品入選日本畫展，

到高三前參加各種繪畫比賽常拿冠軍。 

初中隨公務員的父母搬到南投的中興新村宿舍，眼前的

繁花盛開讓李家維驚歎臺灣植物相與澎湖截然不同的豐美，

不惜省下中午吃飯錢蒐藏逾二百盆植栽，「回到家每天飯前

飯後的時間都用來照顧植物，功課是另外的小事。」從小養

成自學習慣的李家維，把父親書櫃有關動植物的書冊翻得滾

瓜爛熟，很快學會製作植物標本和妥善繁殖活體，足以和花

店老闆交換買賣。

李家維回憶：「我天生喜歡植物應該是受我父親深愛玫

瑰花的影響，他每年秋天都會騎腳踏車載著我哥和我到碼頭

買麻布袋，剪開後小心翼翼把整棵玫瑰包起來，阻隔澎湖凜

冽的季風，每年春天有點儀式性地把麻布袋解開，蓄勢待發

的玫瑰芽一見光很快就開花，那第一朵玫瑰綻放的嬌豔和芬

芳我永遠忘不了！」

上進心爭取到最佳實驗室  大學就被暱稱為教授

考上臺中一中後，李家維對繪畫的興致一度讓他想報考

師大美術系，但升高三的繪畫比賽沒拿到冠軍，一衝動就放

棄走繪畫之路。當時生物老師總是耐心地回答同學們的各種

問題，還在走廊放了不少生物標本營造潛移默化的環境，讓

天生喜歡大自然的李家維很快將生命科學當成新目標，投身

廣告業的小學玩伴吳財德便送他一臺顯微鏡。大學進入中興

植物系才念一年就熱切愛上相關學問，當時的系主任易希道

教授德高望重，是教授們只敢在辦公室門口遠遠向她報告的

敬畏對象，還沒升大二的李家維卻大膽去敲易教授的門，直

接跳到桌前激動地說：「水裡藻類的顯微世界太美了！我希

望可以知道海藻的生活史，需要一臺可以看得更清楚和照相

的顯微鏡，系裡到底有沒有？我還需要養海藻的空間！還有

玻璃瓶和無菌設備！」平日嚴肅的易教授欣賞小夥子的上進

心，隨即將放有最昂貴顯微鏡的實驗室和組織培養室都劃給

李家維使用，「讓我對生命科學的熱愛得到最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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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自己當上教授，也喜歡跟學生說：「我這些設備你愛怎

麼玩就怎麼玩」，不去干涉他們想做甚麼題目而給予最大的

自由度。

李家維讀大學時常常翹課去各地採自己想要的標本，

大一就被女同學們暱稱為「教授」。原以為是自己穿皮鞋和

拎著父親給的手提箱上學的緣故，幾年前開四十周年的同學

會才知，相較於因分數落點才來讀中興植物的同學們，李家

維對植物學的熱誠和知識是同學考試和做實驗最愛請教的對

象，當年臺灣幾乎沒什麼科普書，他在宿舍還會把自己擁有

的幾本科普小書當睡前故事講給室友們聽。

中興植物系從李家維大二起，連續三年聘請來自德國、

日本和美國的藻類學大師擔綱客座教授，讓他對這些在地球

上無所不在的光合作用生物深深著迷，畢業後李家維到臺大

海洋研究所跟隨臺灣藻類專家江永棉教授做研究，以碩士生

的身分發表三篇國際期刊論文，有此等成就的研究生在臺灣

堪稱鳳毛麟角。碩士畢業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海

洋所攻讀博士和從事博士後研究，1985 年回臺到清大生命科

學系任教，隔年接任生科所所長，1990 年就被時任清大校長

的劉兆玄找去當主秘。李家維博學多聞、親和幽默與信手拈

來都是故事的功力，讓他成為清大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三

度獲得傑出教學獎。

1997 年大一暑假就跟隨李家維做研究的資深弟子黃貞祥

如今已是清大生科系助理教授，他形容恩師是個通達古今的

博物學家，做任何研究都是帶著無比好奇和熱誠去探索，從

不跟隨熱門主題或投入已有豐厚經費的領域，即使 1994 年就

因蜜蜂感應地球磁場的研究登上國際頂級期刊《Science》而

出名，李家維主持的實驗室仍勤儉持家，務求每筆研究經費

都花在刀口上。李家維解釋：「花錢很花時間又傷神，錢多

不是好事，錢比需要的少一點是最好的，你會很節省地把每

分錢都用到位。」

接掌國立科博館成立基金會  為研究動物起源辭職

90 年代初期李家維在海洋研究船上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的研究員程延年相遇，聽他描述科博館要進行的研究和擴

充的館藏，深為其抱負和遠見感動，下船後很快到科博館研

究室和庫房去參觀，雀躍不已地對程說：「等我五、六十歲

退休前要來科博館工作！」未料事隔不到兩年，創建科博館

的館長漢寶德就出現在清大門口，力邀李家維來當副館長，

兩年後待他退休就接館長。「當時我才剛買下苗栗南庄一甲

多的地，準備匯集一些少見的植物營造成低海拔植物園，漢

寶德一聽就說幹嘛玩那小遊戲，來科博館我們有十甲地給你

蓋植物園！」隔天李家維向劉兆玄校長辭別，就到科博館上

任去了。

到了科博館，李家維常常和植物組、動物組、人類組、

地質組（含礦物和古生物）的研究員交流，「我每天跟不同

專家生活在一起，每個人都在收集各種標本作研究，那種充

實和對生命世界的感受太深刻了！」1995 年接任館長，李家

維立志讓它成為東亞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博物館，「我規劃做

兩件事，一是盡速增加有意義的蒐藏，二是要發展好的研究

和展覽題目。因為政府的預算過於僵化，科博館的研究員根

本沒經費出國，於是我找臺中市和竹科的企業家們協助科博

館成立基金會，讓研究員有經費出國收集標本。第二點我認

為科博館不能滿足於小地方的小展覽，要有挑戰重大科學議

題的魄力。」

二十世紀科學界的十大難題之一「寒武紀大爆發」，意

指地球在五億四千萬年前的寒武紀時期突然出現大量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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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以及物種多樣性，連提出演化論的達爾文都非常困惑。

李家維在 1996 年籌辦「寒武紀大爆發」特展，力邀中國科學

院南京地質古生物所研究員陳均遠帶著許多化石來臺待一個

多月，讓科博館人員能跟他多學學。「我第一天見到陳均遠

就非常喜歡他，因為他談的那些東西我都不會，古生物、動

物演化、地質學正好都是我很想學的！」和正在找現代生物

學合作夥伴的陳均遠一拍即合，李家維很快打電話向教育部

長吳京請辭，隨即跟陳到雲南和貴州挖化石，即使研究經費

需要自掏腰包也在所不惜。1998 年李家維和陳均遠在貴州瓮

安找到了五億八千萬年前的海綿和動物胚胎化石，將動物起

源的年代大幅推進而轟動全球，論文也再度登上《Science》。

研究化石的經歷讓李家維深深體驗生命興衰的節奏，「地球

上每個物種平均能存活一百萬年才消逝，但現在卻以千百倍

的速度邁向滅絕，拯救物種是救急的工作！」

目睹滅絕危機催生保種中心  十年躍上世界頂級

1999-2002 年李家維擔綱慈濟大愛電視臺《大地與人的

對話》主持人，有一次到婆羅洲錄影，他親眼看到大片熱帶

雨林因為改種油棕而被砍伐殆盡，「被毀滅的面積一望無際，

在大片油棕田裡只能偶爾看到幾株五、六十公尺高的熱帶樹

木殘留，突兀景象更加突顯熱帶植物的危機！」之後李家維

到新加坡演講，看到當地報紙頭條都在探討鄰近馬來西亞和

印尼砍伐大片森林焚燒引發的嚴重霧霾，讓他益加感受熱帶

植物瀕臨絕種的迫切。

2002 年李家維回任科博館館長，當年他規劃的植物園已

經蓋好，「要把科博館植物園提升到更高保種境界」的想法

在腦中揮之不去。2005 年一位科博館技工來敲門，提到臺中

高農在大肚山有一百甲的土地卻沒有想法和經費好好利用，

介紹李家維和高農校長見面，「我聽了興奮得不得了，隔天

馬上找高農校長去看地，立刻敲定合作要把高農的土地、師

生和科博館的研究員兜在一起，我負責申請教育部經費，好

好幫臺灣蓋一個能從事保種工作的國際級植物園！」有感於

館長職務不能對單一計畫太偏心而對其他領域造成排擠，李

家維再度請辭館長，未料整個規劃卻因官民之間難以溝通而

胎死腹中，讓他萌生「只有徹底擺脫公家機關的束縛，完全

向民間尋求資金」才能好好推動相關業務的念頭。

隔年秋天在苗栗南庄玻璃屋新蓋好的花房酒聚中，李

家維向「酒肉朋友」辜成允提及成立熱帶植物保種中心的構

想。「我跟他說，植物是生物多樣性的根基，芸芸眾生包括

人類都靠它們才能活下去，只要失去一種植物，就會有幾百

種生物跟著滅絕，而熱帶植物因熱帶國家窮困遭大量砍伐的

摧毀速度是最快的，危機非常迫切！」李家維進一步向辜

成允提到享譽全球的美國密蘇里植物園（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就是由知名企業家也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亨利 ‧ 蕭捐

土地和資金成立的，「我想就是這個例子打動了他，因為他

的父親辜振甫有相似背景；他想了幾分鐘後抬頭看我，眼神

裡充滿信心和銳氣，說他媽媽在屏東有塊地，且對熱帶植物

好像有些興趣，讓他回去談一談。」

隨後在辜成允母親辜嚴倬雲的首肯下，無償捐出屏東

高樹鄉二十公頃的農地成為保種中心基地，原本李家維規劃

五年五千萬經費、目標蒐藏五千種植物，但辜成允認為一年

一千萬元無法達成李的規劃，主動加碼到一年兩千萬元，於

是「財團法人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在 2007 年元月正式成

立，初期五年一億元由台泥、和平電力、中國合成橡膠三家

公司及財團法人劍潭古寺共同成立基金會出資，從此李家維

在清大教授和科學人雜誌總編輯的身分之外又多了一個重要

職銜：「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執行長。

蒐藏五千種一年達標  中心人員每天跟植物搏感情

2007 年 7 月保種中心蓋好第一座花房，五千種植物的五

年目標才過一年多就達標，頭五年每年蒐藏種類都以四千左

右的數字增加，到 2020 年 8 月從世界各地和臺灣蒐集的植物

已達 33,771 種，其中蘭花、鳳梨、多肉植物、秋海棠及蕨類

的蒐藏種類都是世界之最。在驚人的蒐藏數字背後，是李家

維精心網羅的人才們深入熱帶叢林與瘧疾等熱帶疾病搏鬥，

穿梭在茫茫樹海中找尋稀有植物的蹤跡，跋山涉水克服蜂螫、

蛇咬、傷病和種種與海關交涉的困難， 李家維語帶感激地說：

「為了保種中心的長遠發展不能花太多人事費，中心工作人

員的薪水並不高，非常感謝他們靠著對植物保種的無比熱誠

一路撐到現在。」

李家維強調，國際大型植物園在採集、栽種和登錄三項

主要工作都有專人負責，以保種中心目前蒐藏的規模至少也

要一兩百人的編制才能維繫，但他找來聰明能幹的年輕人都

是身兼數職，中心人事維持在二十八人的超精簡編制。「這

些年我當執行長最成功的就是找到這群年輕人，從小熱愛植

物卻不會有經費建制這麼大的蒐藏，這個中心能滿足他們

2007 年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開幕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獎〉
160 161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獎〉
162 163



結合興趣和工作的願望，就會穩定認真地在裡頭工作。」

2007 年在中心籌備之初就被李家維從臺北植物園挖角的

陳俊銘，如今已是中心最資深的蒐藏經理，從小喜歡園藝的

他在植物園工作之餘也在宿舍栽培植物，便「帶槍投靠」將

自行栽培的四百多種植物帶到保種中心，成為中心最早的一

批蒐藏。陳俊銘說，在保種中心工作每天都要跟植物「搏感

情」，很多稀有植物的栽種保存都沒有教科書參考，每次面

對新植物都需要反覆從失敗中摸索和學習微調。「你必須要

摸熟植物的脾氣，要是讓它不爽，它就長得很差或死給你看，

我們真的種死過不少，每次種不活都會難過。但這些失敗的

累積都成為保種中心很好的資產，世上總是要有個初步嘗試

錯誤的試驗站，未來其他地方要種這些植物時，我們的經驗

就能派上用場。」

陳俊銘強調，植物在面對不同環境時就有不同表現，就

連當初他從臺北帶到屏東的第一批植物，都必須重新調整栽種

介質和澆水頻率，異國轉種的挑戰就更大了。例如從索羅門群

島採集的金線蓮比臺灣常見的金線蓮要大很多，考量索羅門有

七成經濟來源都來自砍樹，團隊思索若能將索羅門金線蓮培養

成能利用的藥材，將是對當地最好的回饋，「也許還能據此說

服他們不要再砍樹」，但前兩次採集回臺的人工培養都失敗，

之後檢討認為它原長在森林底層，便嘗試從保種中心樹木底下

的腐植層挖一些材料加進人工介質中，總算讓索羅門金線蓮適

應了臺灣溫室。「而且它的花跟臺灣金線蓮左右對稱的型態不

同，有個特別歪斜的唇瓣，我把好幾朵花拆開來研究才知道要

怎麼異株授粉成功。」陳俊銘笑著說，這種眉角說出來好像就

沒價值了，但有時就是調這麼一點點，才能離成功再近一點

點。投身保種工作超過十三年，拯救速度永遠比不上物種滅絕

速度，他由衷盼望能有更多大企業願意投入。

索羅門計畫為邦交國培養保種人力  帶回四萬五千份標本

在保種中心所有赴國外搶救熱帶雨林植物的行動中，

「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植物誌編纂計畫」是投入人

力物力最多、執行時期最長也最深入的，五年計畫共帶回

五千二百株活體、四萬五千份蠟葉標本，涵蓋四千種以上的

植物，絕大多數都是只生存在索羅門群島的特有種。此計畫

最早源於日本在索羅門調查農業和醫療用途的植物，但領軍

的小山鐵夫教授深感該國植物學者青黃不接，便找上科博館

研究員楊宗愈希望臺灣能承接，楊於是跟李家維商談， 「我

一聽就覺得是個大好機會，索羅門地理位置特殊，且擁有

七千種以上的多樣性植物，卻因為政變頻繁長期不為國際所

認識，當年又是臺灣少數的邦交國，連忙透過辜成允去找已

確定當選 2012 年副總統但還沒就職的吳敦義。」

到國民黨黨部跟吳敦義談完心中的索羅門大計獲其首肯

支持後，李家維在開車回新竹清大的路上立刻接到外交部長

的電話，很快就敲定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科博

館和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主導，偕同國內外大學和研究機

構及臺灣駐索大使館、索國森林資源部和植物園等單位合作

的五年計畫。

為展現跟索國合作的誠意，李家維規劃在當地建置一座

專業溫室，不但能做為異地移植的中繼站，也能為當地培養

植物保種的人才，由於索國缺乏適當建材且物價是臺灣的四

倍，便將所有建材化整為零從臺灣運了兩大貨櫃過去，當地

人組裝半天徒勞無功，又特地調資深蒐藏經理陳俊銘到索國

支援。陳俊銘回憶，以前在臺灣常看工人組裝好像很簡單，

但自己要指揮別人做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且那些建材的英

文他都不會講，加上當地網路超慢，光是要跟臺灣工程公司

來回溝通就大費周章，也有了生平首次開推土機的經驗。「希

望給他們釣竿而不是直接給魚吃，教會他們如何保存植物就

很重要，所以要花很多時間跟索國人相處。」陳俊銘強調，

在索國採集到稀有植物當然會很興奮，但對他而言最珍貴的

回憶都是執行計畫遇到種種困難而想盡辦法克服的點點滴滴。

索羅門群島植物調查計畫第一年採集成果數量跟預期有

將近三成的落差，李家維找來參與的植物學者檢討，都說不

少植物長在很高的樹上「看得到採不到」，大家一致推薦聘

請爬樹如履平地的洪信介，但出資最多的國合會一看他只有

國中學歷就打回票。李家維深入了解「阿改」（臺語“介＂

的諧音）豐富的採集經歷後覺得非用他不可，力保他在第三

年加入才大幅加速了整個計畫的採集，並在蘭花學者許天銓

和洪信介的聯手下，讓團隊採集到世界上最大的蘭花――英

聖龍爪蘭，它生長在二十八公尺高的樹冠層，葉長三公尺、

花梗長兩公尺，花如白蝶。李家維指出，這種蘭花最早在

1910 年被採集後在送往英國的船上開了花，但是既有文獻對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人文類獎

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獎〉
164 165



它的直立型描述和實情有很大出入，臺灣做到全球首次野外

生境習性的紀錄，國家地理頻道 2018年製播的《綻放真臺灣：

終極英雄》植物獵人篇便特地拍攝了阿改攀高採集龍爪蘭的

過程，李家維則在索國計畫結束後正式聘他為中心研究助理，

讓他能充分發揮本領。

辜成允意外過世  李家維摔落山谷也差點進鬼門關

除了遠赴國外搶救熱帶雨林植物，中心也深入臺灣山林

和離島進行本地保種計畫，2018 年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出版臺

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列出已在野外滅絕的五種植物「桃園

石龍尾、異葉石龍尾、雅美芭蕉、龍潭莕菜、烏來杜鵑」，

除雅美芭蕉外都在保種中心的悉心培育下養出一定數量。蘭

嶼原本擁有六十五種蘭花，但野外已經幾乎都看不見，在中

心保有的殘株經過組織培養，有兩種已達幾千株的數量，李

家維計畫把這些蘭花交給蘭嶼鄉和蘭嶼中學，讓當地人選擇

栽種之處，「讓蘭嶼重新成為蘭嶼」。又如 2019 年暑假臺北

動物園新開的熱帶雨林館，就受惠於保種中心送來三千棵熱

帶植物，讓北部人能就近認識它們。

李家維有機會見到縣市長時，總會當面提醒首長們轄區

有哪些瀕危植物與其該擔起的保育責任，2017 年屏東縣政府

在李建議下率先於縣府庭院種了二十多株屏東瀕危的武威山

烏皮茶，2019 年更進一步跟中心簽訂保種行動合作意向書，

做為李家維廣邀各縣市政府合作保育轄內瀕危植物的起點。

從 2016 年啟動的植物組織深度冷凍計畫，向科技部申請經費

購置 40 個大液態氮桶，要逐步將蒐藏植物各部位的組織都仔

細切割冷凍保存，至今已完成近萬種，預計將成為下一代科

學家珍貴的研究素材。

當臺灣植物諾亞方舟越來越具規模之際，兩位掌舵者卻

在 2017 年先後遭逢生死意外。李家維回憶，2016 年底他向

辜成允提起「百種不滅」計畫，想挑出生存最危急或最具地

域代表性的一百種植物進行大量增殖，以備種回原棲地或廣

送世界各植物園繁衍，辜認為不滅聽來太消極，兩人商定改

名「百種興盛」。未料 2017 年初辜成允到晶華酒店參加喜宴

時不幸摔下樓梯送醫不治，保種中心頓失大力資助的靈魂人

物，辜家與台泥公司張安平向李家維保證不會中斷支持還會

擴大搶救規模，但希望能增名為「百種興盛允盟行動」以紀

念辜成允。整個計畫在辜過世不滿三週就迅速啟動，廣邀社

會各界以五十萬元額度認養搶救一種植物，很快獲得熱烈迴

響，連總部在英國的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也響應認養兩種瀕

危的臺灣特有種樹木：屏東武威烏皮茶及花蓮太魯閣千金榆。

誰知同年十一月寒流來襲的雨夜，李家維駕車不慎翻落

高達三十多公尺的山谷也面臨生死關頭，事隔三十二小時才

奇蹟獲救，醫生說再晚點送醫可能就回天乏術了。李家維靠

著原本要給孫子帶的鮪魚罐頭補充能量，找來大樹葉鋪墊和

遮蓋身體，儘管獲救前全身的顫抖沒有一刻停止過，李家維

仍有心思欣賞無人山谷的靜諡之美，仔細嗅聞平時聞不到的

植物香氣，度過生死關後還很開心自己的嗅覺和聽覺變靈敏

了。當時從加護病房轉往一般病房後，清大師生去探望，他

談的是如何用科學方式在生死關頭活下來，新竹市長林智堅

去探病，他念茲在茲的是為瀕危植物「蔡氏玉鳳蘭」的活體

保育請命。

身為李家維資深弟子的清大生科系助理教授黃貞祥回憶，

老師即使遭逢巨大意外還是「十足的科學家」，大家在病床

旁聽他描述非常符合科學邏輯的求生模式，都對他的定力佩

服不已。清大生科系主任殷献生則說，李教授非常注重培育

學生解決問題的獨立思考能力、對自然生態的關懷無微不至，

若要用一句話形容李家維，就是「先天下物種之憂而憂」。

未來生態學程培育人才  做得夠好就無須擔憂身後事

認為「能解決的問題都不算困難」的李家維，直指中心

持續發展最大的瓶頸就是人才培育。由於當代生命科學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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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物學當道，攸關拯救地球物種的知識領域包括形態、分

類、生態、演化等長期被邊緣化，專精這些領域的老教授退

休後就後繼無人，2015 年他向辜成允提出舉辦三期「未來地

球生態學程」培育百名地球生力軍的構想，安排的都是現今

大學不會上的課並有很多實地照料動植物的操作，還包括兩

週深入馬來西亞叢林的實習，辜成允一口答應資助五百萬，

另由時任臺積電副總經理的蔡能賢捐助三百萬。

現任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執行長的蔡能賢認識李家維將滿

二十年，提起當初立刻允諾拿三百萬支持人才計畫的經過，他

強調李家維關懷的對象不是自己的老婆小孩而是全人類和全地

球，「能出點銀子是我的福氣。」蔡能賢還盛讚李不同於一般

學者，若到企業界也會是一流的領導人才，「他永遠能勾畫出

影響力夠深遠的願景，同時又能關照到不同人的需求和利益，

發揮他超強的說服力對想做的事情達成最有效的人脈動員。」

自 2011 年起接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也是李家維

多年摯友的孫維新形容李就像「現代版的印第安那瓊斯」，

洞察力超群、說故事的能力一流，具備感動人心的天賦，是

真正能從生活裡看到知識樂趣和了解宇宙奧秘的學者兼冒險

家，「他的知識豐富到跨各種領域都能找到連接點，演講的

逐字稿可以直接變成一篇篇精采文章。」孫維新強調，當很

多人停留在「會去想或會去做」的階段時，李家維實際去做

的已是把後續十年計劃都納入考量的事，「辜嚴倬雲植物保

種中心」才成立十四年，就讓蒐藏種類與世界兩大歷史悠久

的頂級植物園――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和美國密蘇里植物園

比肩，李的運籌帷幄功不可沒。

「生態不樂觀是地球環境最嚴肅的挑戰，物種大滅絕在

我們這一輩子和下一輩子的中間一定會發生，但束手無策絕

對不是選項。」今年六十七歲的李家維規劃 2022 年 1 月從清

大退休，保種中心執行長的職務則會做到不能再負擔為止。

問他會否擔憂後繼無人，李家維笑著說：「我對自己活著的

歲月很珍惜，對自己的興趣很得意，但對死後要留給別人的

事物了無牽掛。當一個東西好到大家捨不得放棄的時候，我

就不必顧慮了，保種中心在國際上已有很高能見度又蒐藏這

麼多珍稀植物，相信未來一定會有人願意接手。」對於先走

一步的老戰友辜成允，李家維想對他說：「保種中心一本初

衷持續認真在做，而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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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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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特別邀請本屆「人文類獎物種保育領域」

得獎人李家維教授以「瀕危的生命界－全球拯救行動」為題演講，期

以物種的蒐集與保育之先進知識技術，倡議物種保育對於人類生存環

境永續的迫切性，本演講將引導社會各界面對物種滅絕的議題，每個

人可以著力行動之處；典禮後的知識或是人文藝術饗宴，是歷年「東

元獎」頒獎典禮的傳統，同時也是科技與人文融合的盛宴。

瀕危的生命界－

全球拯救行動

�e 27th TECO AWARD物種保育演講會



災難是地球的宿命，也常是重設生命演化趨勢的隨機關鍵。人類所主導的

第六次物種大滅絕已在啟動的邊緣，浩劫勢將不可免。若人類能幸而避禍

存活，為了重建崩解的生態系，我們當然需要先備份生命素材，因此應及

早啟動各類生物的保種行動。將這樣的危機意識普及到大眾及各國領導

人，並積極展開有效率的國際合作任務，是人類這物種能否存續的考驗。

李家維教授於 1983 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SD) 海洋生物學博

士學位，於 1985 年回臺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曾擔任生命科學研究所及分子與細

胞研究所所長、清華學院院長等職務，現任侯金堆講座教授。

李教授的研究領域是細胞生物學、古生物學及保育生物學，對蜜蜂感應地球磁

場及動物起源之研究成果，曾五度分別刊登於《科學》與《自然》期刊。

李教授曾長期擔任大愛電視台《大地與人的對話》節目主持人，兩度借調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擔任館長，並自 2002 年《科學人》雜誌臺灣中文版創刊開始，即

擔任該雜誌總編輯迄今。他在臺灣水泥企業團的支持下，於 2007 年參與創立「辜

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KBCC)，並兼任其執行長至今；KBCC 現今已蒐藏超過三

萬四千種植物，為全球物種數量最豐富的活體植物庇護所。

演講人－李家維

保種專案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跨機構保育合作
推展物種保存方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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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典禮音樂

演奏家│嚴俊傑

嚴俊傑自 1997 年十三歲獲第三屆國際柴科夫斯基青少年音樂大賽第三獎

起，便活躍於國內外樂壇，其演奏足跡遍及歐、亞、非、南北美世界五大

洲；並以獨奏家身份與多位指揮名家及著名樂團合作演出並受邀在世界各

地舉行演奏。

創舉如列：

於台灣首演柴科夫斯基《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跨界與導演張艾嘉於上海世博合作演出，號召數萬觀眾

與台灣愛樂 (NSO) 於 NAXOS 世界首錄陳其鋼的鋼琴協奏曲《二黃》

於 2016 年開創世界創舉一日三饗音樂節，於一天內演奏三場不同獨奏會，

備受佳評。

目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歷年來多位學生於國際比賽

榮獲大獎，並受邀至國際各大音樂節講學及演出，如 Music Fest Perugia，

Colburn Piano Festival 及 Almalfi Coast Music Festival 等。於 2008 年獲第

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古典演奏獎」，並於 2017 年創辦國際大師鋼琴藝術

節暨鋼琴大賽迄今第四屆，致力於音樂藝術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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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設置辦法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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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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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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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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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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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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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設評審委員會公開評審，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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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評審結果如無適當候選人時得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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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東元獎人文類獎遴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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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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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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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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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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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遴委會遴選會議由召集人召開，總召集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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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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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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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遴委會之文書工作，由本基金會秘書處處理。

本遴選作業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　條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　條

十
一

十
一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申請及推薦作業說明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獎勵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在科技與人文領域中，對

臺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者。

名額：

（一）受理申請或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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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名

  生醫 / 農業科技領域 乙名

（二）遴選（另成立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作業，不受理推薦及

申請）

 人文類：社會服務類－《物種保育》 乙名        
獎勵

（一）每領域各頒發獎金新臺幣捌拾萬元整。

（二）獎座乙座。

表揚方式：

（一）謹訂於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假誠品表演廳舉辦頒獎

典禮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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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類申請辦法：

（一）申請時間：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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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3. 化工 / 材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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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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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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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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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或估計。

4. 推薦人限相關領域之專業從業人員或團體推薦。

5.「推薦書」格式可於「申請專區」下載。

評審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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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並於七月底起展開評審作業，決審成績如被推薦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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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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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基金會出版之相關文集。

設獎類別分類說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科 技 類 內 容

電機 / 資訊 / 通訊
電力電子、半導體、機器人、人工智慧、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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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 環境
精密機械、智慧機械、自動駕駛、機器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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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種保育》

獎勵致力於保護臺灣瀕危之動、植物原生種，

確保臺灣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並成功喚醒社會大眾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與實

踐，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者。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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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歷屆評審委員名錄（第一 ～ 二十七屆）依照姓氏排列

評審委員

于國華 吳金洌 林一平 馬以工 陳小紅 曾煜棋 潘犀靈 薛保瑕

于重元 吳重雨 林一鵬 張子文 陳文村 曾憲雄 漢寶德 薛富盛

井迎瑞 吳誠文 林曼麗 張文昌 陳文華 程一麟 劉仲明 謝曉星

王中元 吳靜雄 林瑞明 張石麟 陳文章 費宗澄 劉兆漢 鍾乾癸

王汎森 呂正惠 林寶樹 張長義 陳仲瑄 黃春明 劉克襄 闕志克

王宏仁 呂秀雄 林俊義 張俊彥 陳全木 黃昭淵 劉邦富 簡春安

王明經 呂學錦 果　芸 張苙雲 陳杰良 黃得瑞 劉群章 簡立人

王維仁 呂心純 范揚坤 張祖恩 陳金燕 黃博治 劉軍廷 魏耀揮

王德威 何榮幸 侯錦雄 張進福 陳郁秀 黃惠良 蔡文祥 魏國彥

王璦玲 李　珀 施顏祥 張隆盛 陳保基 黃漢邦 蔡忠杓 羅仁權

王櫻芬 李公哲 洪　蘭 張漢璧 陳垣崇 黃碧端 蔡厚男 羅清水

王　鑫 李世光 洪敏雄 張慶瑞 陳陵援 黃興燦 蔡新源 羅竹芳

白　瑾 李如儀 胡幼圃 曹　正 陳朝光 黃增泉 蔡明祺 蘇仲卿

石守謙 李家同 胡錦標 莊東漢 陳義芝 黃炳照 鄧啟福 蘇炎坤

石靜文 李祖添 孫得雄 莊國欽 陳萬益 馮展華 廖婉君 古名伸

伍焜玉 李雪津 徐立功 許千樹 陳銘憲 楊志新 鄭友仁 傅立成

曲新生 李瑞騰 徐佳銘 許博文 陳龍吉 楊泮池 鄭家鐘 邱坤良

朱　炎 李鍾熙 徐頌仁 許源浴 陳鏡潭 楊國賜 鄭瑞雨 邱錦榮

江安世 李曉蕾 徐爵民 許聞廉 陳俊斌 楊萬發 顏鴻森 彭裕民

江伯倫 谷家恒 沈世宏 許健平 陳夏宗 楊肇福 蕭玉煌

余淑美 周更生 藍崇文 蔣本基 歐陽嶠暉 楊濬中 蕭美玲

余範英 周延鵬 翁通楹 郭大維 喻肇青 楊平世 賴德和

吳中立 周昌弘 馬水龍 郭瓊瑩 曾永義 顧鈞豪 賴志煌

吳成文 周慧玲 馬哲儒 陳力俊 曾志朗 葛煥彰 錢善華

吳妍華 周燦德 馬振基 陳士魁 曾俊元 詹火生 薛承泰

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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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屆

李遠哲 王松茂 翁政義 史欽泰 徐爵民

※第一 ～ 二十七屆 合計參與本獎評審之學者專家共計為 194 人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一
屆

電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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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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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屆

電機類 從 缺

機械類 從 缺

資訊類 李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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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七屆）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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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三
屆

電機類 洪銀樹
建準電腦與工業（股）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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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最薄、耗電最省、品質最穩，產量高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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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黃秉鈞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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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林寶樹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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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增臺灣電子資訊業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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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屆

電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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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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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林敏雄
亞太優勢微系統 ( 股 ) 公司

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林敏雄先生致力創新各種電腦週邊設備、光碟機等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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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玆表彰。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五
屆

電機類 潘晴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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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范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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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臺大慶齡中心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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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陳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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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屆

電機類 孫實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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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陳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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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祁 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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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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六
屆

其他科技類

《環保科技》
賴茂勝

臺灣綠色希望中心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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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社會服務

瑪喜樂 已故

三十多年來以基督博愛的精神，自美國來臺從事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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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東曜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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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屆

電機類 蘇炎坤
崑山科技大學

綠能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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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蘇評揮 經濟部技術處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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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黃得瑞 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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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七
屆

其他科技類

《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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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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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屆

電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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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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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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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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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八
屆

其他科技類

《高級材料》
陳力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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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臺灣小說》

陳國城

（舞鶴）
專業作家

舞鶴的小說有深刻的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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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偉竣

（宋澤萊）

彰化縣福興國民中學

老師、作家

宋先生創作有氣魄而具熱情，近年來新作如『廢墟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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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屆

資訊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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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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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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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九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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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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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兼 社區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致力於子宮頸抹片檢查觀念及醫療檢驗系統的建立，

並帶動學生深入偏遠地區，遠至金門服務。在防癌與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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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屆

電機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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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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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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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屆

機械能源類

陳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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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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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材料類 周澤川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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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醫工類

楊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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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仁俊 國立陽明大學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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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音樂創作

盧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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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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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為臺灣現代音樂開拓

嶄新視野，也為臺灣現代文化累積珍貴資產。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一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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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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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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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創意 陳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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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文學創作》

王慶麟

（  弦）
創世紀詩刊 發行人

為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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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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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二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林一平

國立交通大學 
終生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華邦電子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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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立成

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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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張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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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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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世峰

國家衛生研究院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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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臺灣基因體醫學里程碑。

人文類

《景觀類》

李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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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隆盛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

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長期推動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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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二
屆

特別貢獻獎 洪　蘭

中原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中央大學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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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三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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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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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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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社會服務》
黃春明

黃大魚兒童劇團

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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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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四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黃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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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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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臺灣影像顯示產業之發展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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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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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五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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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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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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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五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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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臺灣動畫樹立新的里程碑。

第
十
六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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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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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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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文 類
社會服務

《新住民服務》

阮文雄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外籍牧靈中心神父

越南外勞配偶 辦公室主任

長期致力於解決外籍移工與婚姻移民的困境，協助陷入絕

望或受到非人道對待的新移民，其民胞物與的精神，對於

促進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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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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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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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七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吳誠文

國立成功大學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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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材料

能源科技
鄭芳田

國立成功大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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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 生物

醫工科技
洪上程

中央研究院

基因體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

致力於碳水化合物的研究，首創「一鍋化」之寡醣合成，

受到國際高度肯定及重視。其研究應用於新藥開發並轉移

產業，深具創新及社會效益，成果斐然。

人文類

《特殊教育》 賴美智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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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八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程章林

工業技術研究院

影像顯示科技中心 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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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軟性彩色 AMOLED 觸控面板技術，屢獲國際科技大獎

肯定。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駱尚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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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八
屆

化工 /
材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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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
醫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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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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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藝術類

《景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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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九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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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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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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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十
九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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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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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臺灣農業競爭力，貢獻卓著。

人文類

藝術類

《戲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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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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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煜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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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張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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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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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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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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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而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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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一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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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軍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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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陳夏宗

中原大學智慧製造中心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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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七屆）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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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一
屆

化工 /
材料科技

鄭建鴻
國立清華大學 副校長

中央研究院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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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陳宗嶽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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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奠定臺灣品牌，對全球糧食短缺問題，貢獻卓著。

人文類

文化類

《音樂類》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苗栗陳家北管八音團

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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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馬克．

法拉屋樂
泰武古謠傳唱隊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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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二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郭大維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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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智仁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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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二
屆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蔡克銓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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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
材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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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楊志新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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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森林復育》

賴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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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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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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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三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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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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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修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講座教授兼任工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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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創立衍生公司，具國際知名度及學術影響力。

化工 /
材料科技

藍崇文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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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 醫工

農業科技

江伯倫
台大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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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虹樺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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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臺灣關懷

報導》

張光斗
財團法人點燈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

近三十年長期以點燈節目報導關懷臺灣社會各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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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臺灣社會真善美面貌的形式。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四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張耀文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教授兼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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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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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高志明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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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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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舞蹈藝術》
李貞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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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臺灣當代舞

蹈的新星翹楚。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第一 ～ 二十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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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五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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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技轉臺灣產業，貢獻卓越。

柯明道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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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周至宏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暨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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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
材料科技

陳三元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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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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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醫 /
農業科技

楊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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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Roffler

( 羅傅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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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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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戲劇藝術》
金士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八○年代起參與臺灣當代戲劇迄今不輟，為臺灣現代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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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六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許健平

國立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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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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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環工教育與科研、產

業發展、水質安全、學術外交及海外技術輸出等，貢獻卓

著。

化工 / 材料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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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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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醫 / 農業

科技

徐善慧

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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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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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類

《教育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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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普及臺灣偏鄉的科學教育貢獻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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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兟發教授與

我相識二十多年，

見識廣博，是良師

益友，我們經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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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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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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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讓原住民的傳統音樂、舞蹈可以發揚光大並傳播於海內

外，甚至美青姊都在百忙中，為原住民孩子們的生活學習，

默默的幫忙，常常在深夜還收到 Theresa 聯絡各方的信件，讓

無限的愛流傳在人間。看到基金會稀少的工作人員，卻要上

山下海，完成無窮盡的工作，我們深深的感動！感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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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們，共同創造山地偏鄉孩子們的幸福。      

『東元獎獎盃』造型的意義

．如磐石般堅固的基座－

象徵基金會的創立，並獎勵優秀人才

．不銹鋼方尖形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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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糙的球體內部象徵宇宙中等待創新開發的未知。

向下傾斜的球體象徵思考與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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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社會的幸福謀福利！

永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寫在東元獎獎座設計之初
東元獎獎座設計建築師－黃兟發＆劉國泉先生

屆別 類 別 姓 名 現在任職 得獎評語

第
二
十
七
屆

電機 / 資訊

通訊科技

張　翼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兼任副校長

致力於複合物半導體研究，發展世界最高頻率之 InAs 量子

電晶體、世界紀錄之 InGaAs 鰭魚式電晶體及 GaN 功率元

件。結合學理及應用，研究成果獲國內外肯定，貢獻卓著。

吳宗霖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特聘教授

兼任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

研發高速數位電路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

術，將解決電磁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並佈建關鍵

專利。對於提升臺灣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能見度，貢獻卓著。

機械 / 能源

環境科技

陳炳煇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終身特聘教授

長期鑽研熱傳與流力現象，將研究成果整合材料知識應用

於資通產品之熱管理，也整合生醫知識於快速核酸檢測機

臺並成功獲證，運用於新冠肺炎核酸檢測，貢獻卓著。

胡竹生

工業技術研究院

機械與機電系統研究所

所長

深耕機械領域之機器人智慧製造及電動自駕車輛研究近

三十年，學術研發成就享譽國際；藉由機電整合研發授權

促成新創產研合作，對提升國內企業升級轉型貢獻卓著。

化工 / 材料

科技
葉均蔚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發明高熵合金及開創高熵材料新領域，顛覆合金的配方設

計並賦予週期表新生命，產生多元的組合，應用於航太、

高端機械等產業，領導國際，成為世界所追隨的新材料領

域，影響深遠且貢獻卓著。

生醫 / 農業

科技

鄭添祿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兼任研發長

研發抗體的創新技術，應用在抗體生物藥物，讓抗體在作

用部位具有最佳選擇性，且有效降低副作用。此項專利平

臺已取得高額技轉金，對生技產業的發展，貢獻卓著。

高嘉宏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終身特聘教授

兼任附設醫院副院長

專長病毒及肝臟疾病的研究，其中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系

統性的藥物治療研究成果領先全球，成功的預防慢性病毒

肝炎的併發症，在學術及臨床應用上貢獻卓著。

人文類

社會服務類

《物種保育》

李家維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執行長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以保育全球熱帶植物為願景，在台泥集團支持下，於 2007
年成立「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迄今蒐集活體植物約

三萬四千種，為全球之冠，在物種保育與人才培育貢獻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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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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二十七屆東元獎、2009～2012年東元原住民兒童之夜等重要典禮及活動主持

人，現任頭城農場永續教育推廣中心執行長。

特約攝影師．李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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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撰稿．鄭淑芬

曾任自由電子報即時新聞核稿編輯、蘋果日報大陸中心記者、壹電視要聞中心研究員、人間福報藝文記者、

Taiwan News文字記者、台灣日報民生組記者、自立晚報編輯、民生組記者、政治組記者、台灣公論報編

輯。

專訪撰稿．李宗祐

臺灣海洋學院（現臺灣海洋大學）造船工程學系畢業。1989-1992年中國廣播公司臺東台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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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撰稿．劉嘉韻

現為獨立撰稿人。

深耕在醫藥、教育領域十多年，曾任聯合報醫藥記者、蘋果日報教育記者、中央社教育記者、大愛電視台醫

藥節目執行製作，並跨足商業領域，擔任專案經理雜誌主筆記者多年。

專訪撰稿．郭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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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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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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