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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賓

先生

Lee, Gwo-Bin．54 歲（1967 年 3 月）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建立微奈米流體生醫晶片的創新技術，應用在疾病檢體

這屆評審委員的眼光果然不凡！認真研究的學者也需要肯定及鼓勵。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能做一流的研究，也能讓研究產生真

和人工抗體篩選；並首創陣列式金屬針的腫瘤熱消融技

正貢獻，很高興評審也認同我的想法。我感謝家人的無私支持，也感謝研究夥伴們的協助、實驗室學生的努力研究及學校同

術的應用，相關技術轉移多家公司，對生醫產業有重大

仁的支持，我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在追求真善美，我會繼續努力，做出更多具體奉獻。

貢獻。
Prof. Lee invented nano- and micro-fluidic biochip

學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機械及航空工程研究所

博士

techniques for fast diagnoses of seasonal and epidemic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碩士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automatic screening of artificial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

antibodies (aptamers and peptides). He also developed
a new electromagnetic thermos-therapeutic device

現任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using electromagnetically heated stainless-steel needle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arrays to treat tumors. His works on these subjects have

國立清華大學

工程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講座教授

been transferred to several companies and contributed

俄羅斯國際工程院

通訊院士

signiﬁcantly to local biotech industry.

美國醫工學會

會士

曾任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

所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醫療器材中心

副主任

Microﬂuidics & Nanoﬂuidics (Springer Nature)

Editor-in-chief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部會計畫聯絡及人才培育分項

召集人

國科會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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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工程與生醫領域 藉微流體晶片追求學術研究的真善美
COVID-19 在全球肆虐，同時也讓世人注意到生醫檢測
的重要性，因為在第一時間精準地找出確診者，才能阻止
疫情擴散。如果使用微流體晶片來檢測，就能做到又快又
準，重點是還能降低成本。清華大學醫工所 / 動力機械工
程學系講座教授李國賓，即是這個領域世界級的佼佼者。
他善用微機電系統的專長，跨足生醫領域，致力於研發各
種解決臨床醫學上的痛點，造福人群。

因為不想造成父母的負擔，他甚至大學以前也不曾參加過
畢業旅行。
升上國中，李國賓依舊好學不倦，也維持第一名。另
外他還參加了辯論社，一直持續到高中。辯論不只要有好
的口才，還需要邏輯力，思慮縝密，反應要快，同時也要
傾聽對方的發言。日後他也在自己的研究上，將這些能力
發揮得淋漓盡致。

把實驗室縮小到晶片上 醫工研究要求專業和聆聽

讀書不忘助人 奉獻收入十分之一

不少人都有發燒就醫的經驗。醫師面對患者，需要知
為了不想每天多花兩小時通車，務實的他選擇就讀羅

道他是細菌感染還是病毒感染？如果是細菌感染，又是哪

東高中、而不是當時更有名的宜蘭高中。事後回想起來，

一種細菌、有沒有抗藥性？傳統檢測往往需要兩、三天才

這是個正確的決定。除了時間能更有效率運用之外，因為

知道結果，家屬心急如焚，看著病人痛苦地和時間賽跑。

學校新成立，當時的老師也都很年輕，充滿教學熱忱，當

緊急狀況下，多數醫師只好憑經驗，先給予廣效型的抗生

時的班導李有金老師影響他很大。

素。如果病人康復就謝天謝地，但萬一無效，不但無法挽

「他是數學老師，儘管當年補習的風氣盛行，很多老

回生命，還培養出另一種超級細菌在醫院流竄。
這二十年來微流體技術的演進，能大幅縮短檢測時間，

師上課都留一手，補習的時候再教。可是李老師毫不藏私，

減少這樣的憾事發生。簡單來說，微流體技術就是把一連

不要我們補習―事實上我也沒錢補習。」老師傾囊相授，

串繁複的實驗流程整合到幾公分大的晶片上，只要極少量

讓他學習到老師為學生全心奉獻的態度。

的檢體或試劑，不必在實驗室操作，數十分鐘內就能完成
檢測，而且已經可以量產。把實驗室縮小到掌心之上的技

靠著每天讀到三更半夜的拚勁，從小就喜歡把東西拆

父母身教重於言教 辯論訓練邏輯思考和傾聽

掉再組裝的他，高中畢業後順利考上第一志願台大機械工

李國賓出生在宜蘭縣五結鄉，國小搬到羅東，父母親

程系。上大學之後，李國賓自己賺生活費，一個禮拜有四

李國賓大學讀的是機械工程，研究卻跨足生醫領域。

平常忙著生意，沒時間盯小孩唸書。但他從不讓父母操心，

天晚上教家教，但仍抽出時間隨著服務性質的社團，到育

隔行如隔山，跨域需要不斷補強不同科別的專業知識，還

國小六年十二個學期都是第一名，也當了十二個學期的班

幼院等地方陪小朋友。

要聆聽臨床醫師的想法，抽絲剝繭，找出痛點和解決之道；

長和模範生。他說：「我父母沒受什麼教育，靠勞力維生，

此外，還要有一顆善心和企圖心，打從心底想貢獻社會。

但是他們用自由、開放的教育方式，身教更重於言教。」

術，重要推手是清華大學醫工所講座教授李國賓。

以上沒有一件事容易，不過李國賓的成長過程，讓他同時
具備了這些特質。

他在宜蘭看到一些貧困的孩子，在家也看到父母親儘
管手頭也不寬裕，明知道帳可能收不回來，還是會借錢給有

家裡四個小孩，經濟狀況只是能溫飽而已，善體人意

需要的人。耳濡目染之下，他很自然地會盡一己之力幫助別

的李國賓從來不曾用零用錢買玩具，有錢就會拿去買書；

人，雖然不是基督教徒，仍保持捐出收入十分之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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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工領域合作愉快 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1998 年 8 月到 2011 年 2 月的十二年半之間，李國賓在
成大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成大醫學院就在工學院對面，
醫師年輕又有研究熱忱，他們在臨床上遇到問題，過一條
街就能到工學院討論；實驗室的研究生去拿檢體做實驗，
也非常方便，他認為「成大醫工領域合作的環境是全台灣
最好的，那段時間我很愉快。」
成大一位老師曾用「九塊磚」來比喻專注研究的重要
性。意思是每個人的能力就是九塊磚，專注的人心無旁騖，
不斷在同一領域堆疊自己的磚塊，愈來愈高，能力愈來愈
強。但是不專注的人三心二意，今天做 A 領域，明天做 B
領域，結果疊了三堆，每堆都只有三塊磚的高度，自然不
如九塊磚的人傑出。
為了專注研究，他平均每天工作 14 小時，除了吃飯睡
覺以外，滿腦子想的都是研究這檔子事。所謂「十年磨一
劍」，他將近十年的努力，也慢慢開花結果。在成大服務
期間，2006 年李國賓第一次得到行政院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10 年得到第二次；2007 年並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赴美深造改攻微機電系統 學成返台執教鞭
由於家裡經濟狀況不許可，李國賓拿到台大機械工程

在美國三年三個月即拿到博士後回台灣，李國賓沒有
太多猶豫，因為「出國前，我曾經答應媽媽畢業後一定要

碩士後入伍，不敢奢望出國深造。但台大賴君亮教授鼓勵他

回台灣」；而且當時一起出國的太太有孕在身，「我不要

出國，學雜費可以靠獎學金支應。服兵役時，正好學弟陳傑

當美國人的爸爸。」於是 1998 年 8 月回國，到成功大學工

住隔壁寢室，把讀完的英語留學考試用書留給他。抱著姑

程科學系任教。

實驗室重視團隊合作 找研究生先嚇跑八成
不過父母年事漸高。以前李國賓在美國，每年回台灣
一次，一次兩個禮拜；回到台灣以後，因為從台南到宜蘭
路途遙遠又攜家帶眷，每年也只回宜蘭老家兩次，一次一
個禮拜。人在台灣，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居然和在美國一樣！

且一試的心情，順利申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微機電系統當時是熱門的領域，台灣一些企業願意高

選擇 UCLA 除了是因為有全額獎學金，另一個原因是

薪聘雇，也有到學校教書的機會，於是他找指導教授諮詢。

追隨中央研究院院士何志明。何志明院士畢業於台大機械

何志明院士根據自己的經驗建議：「你如果到產業界，做

室。目前微流體生醫晶片實驗室有四大研究領域，分別是

系，1974 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取得力學博士後，任教於

一輩子，有再好的成果，人家只會記得公司的名字。如果

癌症、傳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由於微機電系

南 加 州 大 學 航 空 工 程 系， 但 是 1992 年 成 功 轉 換 領 域， 到

你當教授，做出成績來，人家會記得你是誰。進學界一開

統、生醫晶片等都是跨領域，實驗室裡包括光罩機、薄膜

UCLA 從事微機電研究。李國賓出國前聽了何志明院士的

始辛苦，但會像倒吃甘蔗漸入佳境，因為實驗室建置完成，

製程等各種設備一應俱全。不過相較於硬體，李國賓更在

一場演講，認為微機電系統很有趣，而且是新興領域，如

你愈來愈容易做自己想做的事。」於是他選擇到成大，研

乎的是使用者之間互相合作。他說：「實驗室裡每一種設

果把自己原先專攻的機械力學應用在微機電系統上，會很

究領域包括微機電系統、微流體系統、生醫晶片、奈米生

備都有一個最熟的操作者，遇到其他人不會操作時，這位

有競爭力，於是到 UCLA，請何志明當博士指導教授。

物技術等，他說：「我現在的確有倒吃甘蔗的感覺。」

操作者就要義務把你教會。」

孝順的他，決定轉到清華大學。
和剛回國時一樣，李國賓在清大又重新建立一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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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裡有人做試劑、有人做晶片、有人做設備，如
果今天有一位新生去實驗室參觀，一旦他提問：你在做什

李國賓明確列出自己指導學生需要四種特質：願意跨領域

就畫兩個圈，重要的事畫一個圈，不重要的事畫叉，做完

的而不擇手段，偽造或操縱數據；「善」是指行善，或許

研究、能團隊合作、能獨立進行研究、有高度企圖心。

的事打勾。「列出待辦事項清單，就不會忘東忘西，並分

一開始是基於好奇，但尤其是醫工領域，最終還是要貢獻

出輕重緩急。今天只做今天做得完的事，需要幫手協助的

社會；「美」則是優化，證明可行性後，要設法找到最好

就提早交辦，所有的事都在掌控之中，晚上就能安心入睡，

的條件或環境，做出最佳結果。

麼？為什要做？它有什麼臨床意義？即使正在做實驗，被
問到的研究生就要停下來花 20 分鐘說明。每個人都要能團

嚴謹但不嚴苛 成就感來自學生成材

隊合作，因為合作才會成功，這是他的實驗室文化。
「有些人能力很強，但不擅長和別人打交道或喜歡獨
享光環，這種人或許也會成功，但不適合進我的實驗室。」
也因此，這個實驗室不只會選出年度最佳論文獎和最佳口
頭報告獎，還會由全體成員發表年度感謝的 3 個人，統計
出被感謝最多的前 3 名。

他說自己是「嚴謹」（有別於「嚴格」或「嚴苛」）
的指導教授，要求研究生加入實驗室前務必要審慎評估，
但他也享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樂趣，並承諾會「教
之而成天下英才」。身為一位教授，他認為最有成就感的
事，就是看到學生成材，進到實驗室幾年後，變成一個不
一樣的人。

重視效率的李國賓，為了不浪費彼此的時間和訓練的
成本，制訂出一套挑選研究生的流程。他先用一封公開信
嚇跑 80% 的研究生，信中歸納出研究生想知道的 12 件事，

學生成材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們為業界所用。李國賓
為台灣訓練了跨領域的二十多位博士和上百位碩士，並且
協助多項技轉和成立三家新創公司。

例如研究生的要求、畢業的標準、每週工作時數、師生互動
情形、是否有助學金、英文是否重要、能否更換指導教授
等。除了畢業於生醫、醫工、生化、生物、工程相關領域外，

在清大服務時期，2013 年李國賓第三次得到行政院科
技部傑出研究獎，並且在 2017 年得到教育部學術獎。沉浸
在這個領域 27 年，成績斐然，但他認為「顯譽成於師友」，
其實是學生造就了自己今天的成就。「研究最難的是找出
好題目，有時我有了想法，請學生去試，一個月後他真的
試出來了，那是我們最大的成就來源。」
教書之外，李國賓還擔任很多國際期刊的主編及編輯，
並且花很多時間做計畫審查、企業輔導等社會服務的工作。
他早上三點多起床開始工作，每天大約要回二百封電子郵
件，接下來有各種會議要參加，還要改論文、想研究主題
等。能做這麼多事卻不慌不亂不拖延，原因是善於管理時
間。

列出待辦事項清單就能安穩入睡 人生正如倒吃甘蔗
訪談中不難看出李國賓處事有條不紊，記性也好。從
小愛看歷史傳記等人文書籍，自己過去的歷史也像大事記
一樣在腦中展開，哪一年幾月、和哪一位、一起做了什麼
事，他都能如行雲流水般娓娓道來。
他也在紙上列出所有待辦事項和期限，非常重要的事

不會因為突然想到什麼事還沒做而驚醒。」

研究上小有成就，李國賓最感謝太太全心照顧自己和

學術界只有第一名，晚一步發表論文，就失去先機。

兩個孩子。研究卡關時，和太太到處走走、聊聊，就能放

但李國賓認為科學研究必須符合「真善美」，無論如何都

鬆心情。不論研究和人生，多年以來的辛苦逐漸有了收獲，

不能違背這個原則。「真」指的是真實，不能為了達到目

正在倒吃甘蔗中。

127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128

生醫 / 農業科技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李教授期望未來「東元獎」不僅能激勵得獎人更積極
在科技人文研究發展之外，並且能積極投入基金會所辦理
之各項公益活動，提供在科技研究方面之經驗及體驗，為
倡導科技與人文升級、科技人才培育及創造力教育方面貢
獻心力。本乎「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讓整合社會資源
甚至是參與規劃或執行創造力教育活動方面，注入專業的
創新課程，如此，更能將彰顯「東元獎」設置之宗旨。
成就歷程
李教授畢業後即返國任教，從無至有一點一滴地建立
起自己的實驗室，至今已是國內此領域數一數二的研究團
隊。李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在微流體系統 (Microfluidics)、生
醫 晶 片 (Biochips)、 奈 米 生 物 技 術 (Nano-biotechnology) 與
醫療器材之研發。李教授之代表作品為「整合型微流體晶
片系統」，過去近 30 年我們透過跨領域之合作，已建立世
界一流研究成果，可以在晶片上完成生醫檢測之自動化，
結合了生物技術與先進的微機電與奈米技術，研究主題皆
由臨床應用出發並與臨床醫師密切結合，團隊以微流體技
術建立人工抗體自動化篩選平台，已篩選出針對心血管疾
病、癌症、糖尿病、傳染性疾病（細菌、流感病毒）等重
要疾病之高專一性親和性人工抗體，並架構實驗室之人工
抗體資料庫。李教授進一步協同各研究團隊使用篩選之親
和性試劑發展出各式檢測平台與新型診斷技術，已組成多
個團隊領域研究並建立國際聲望。
李 教 授 在 國 內 曾 得 到 多 項 學 術 榮 譽， 如 教 育 部 第 61
屆 學 術 獎、 俄 羅 斯 國 際 工 程 院 通 訊 院 士 (Corresponding
Member)、2006/2010/2013 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共 3 次）、
國 家 新 創 獎（ 共 5 次 ）、 國 際 電 機 電 子 學 會 會 士 (IEEE
Fellow)、 美 國 醫 工 學 會 會 士 (AIMBE Fellow)、 英 國 皇 家
化學學會會士 (RSC Fellow)、英國工程科技學會會士 (IET
Fellow)、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美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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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E Fellow)、力學學會會士、國際傑出發明學術終身成

導電線圈產生聚焦電磁場來局部加熱插入腫瘤之金屬針，

就獎、清華大學工學院及校傑出產學研究獎、李國鼎榮譽

藉由高溫殺死腫瘤細胞。此器材可局部加熱腫瘤但不傷

學者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中國電機工程

害正常組織，可以用微創手術之方式進行寵物癌症之有

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中華民國第四十五屆十大傑出

效治療。

青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傑出工程教
授獎、中華民國 95 年青年獎章及李國鼎研究獎等。

研究展望
李教授長久以來致力於創新微流體生醫晶片及醫療器

具體貢獻事蹟
李教授在以下三項研究領域有特殊的貢獻：
1. 生物標記篩選：
李 教 授 以 奈 米 科 學 為 基 礎， 首 創 利 用 微 型 流 體 系 統 篩
選 親 和 性 優 於 傳 統 抗 體 近 百 倍 之 適 體 (aptamer) 及 胜 肽
(peptide)。針對重要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
及傳染性疾病，均可利用此技術快速篩選出具高親和性
及高專一性之適體及胜 肽，變成體外合成之人工抗體。
此微流體系統平台技術可利用不同資料庫（單股 DNA 資
料庫或嗜菌體展示庫），精確控制篩選條件（如溫度、
酸鹼值、離子種類及濃度、剪力等）。相關之技術可應
用在蛋白質、癌細胞、病毒、細菌、組織切片等檢體，
具有快速、穩定、價廉、減少樣品 / 試劑及高成功率等優
點。
2. 傳染性疾病快速檢測：
李教授已將繁複的分子診斷流程成功整合在單一微流體
晶片，並可同時應用於多種傳染性疾病（細菌或病毒）
的快速檢測。李教授在數公分大小的微流體晶片上，設
計出具多重功能之微流體元件及系統；李教授利用多種
生化表面處理技術及多功能探針（蛋白質、適體、胜肽、
核酸或抗生素探針等），可進行微流體晶片高效率之樣
品前處理功能。此外，李教授克服了晶片大量生產之障
礙，成功在台灣進行量產與產業推廣。
3. 電磁熱療醫療器材：
李教授首創將特殊材料製成之陣列式金屬針應用在電磁
熱療系統，並轉化為全新的「腫瘤熱消融」技術。利用

材之開發，未來將繼續努力於相關方向之研究，更將繼續
努力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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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efﬁcient screening of biomarkers (afﬁnity reagents), fast diagnosis

eliminated. For examples, this new

Receiving the "TECO Award" is a great honor. It encourag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electromagnetic thermotherapy of

technology has been substantiated for in

me to contribute continuously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umors. He also organized several leading groups in Taiwan and

vitro screening of aptamers and peptides tha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awardees should

has been one of world-renowned researchers in this ﬁeld.

have an afﬁnity 100 times higher than natural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promotion of public awareness on how

Prof. Lee have received prestigious awards in the past

antibodies, resulting in a shortened scree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They

30 years includ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ic Award,

time (down to ~10%), reduced reagent/

should also actively get involved in the related promotion

Excellence Research Awards from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sample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d efﬁcacy

activities such that they can convey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2006, 2010,

of aptamer and peptide screening. The most

2013), 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2008, 2010, 2012, 2013,

direct applications of this technology are

2017), He was a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diagno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Prof. Lee has built up his research group from the scratch

of Engineering, an elected ASME Fellow,an elected RSC Fellow,

cancers, diabet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since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UCLA. He has been leading

an elected IET Fellow, an elected IEEE Fellow and an elected

one of the best groups in this ﬁeld worldwide since then. He has

AIMBE Fellow. He also received Distinguished Mechanical

Prof. Lee pioneered various microdevices,

been working on development of microﬂuidics, nanoﬂuidics, and

Engineer Award from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such as pumps, valves, mixers and

medical devices. As a rare pioneer on biochips in Taiwan, Prof.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from Chinese

bioreactors, so that the entire bioprocesses

Lee has developed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and nanotechnology

Engineering Society, Distinguished Kuo-Ting Lee Researcher

for molecular diagnosis (including

systems capable of automating complicated bioprocesses on

Award from Kuo-Ting Lee Foundation, Outstanding Inventor

sample treatment, virus/bacteria isolation/

biochips for a variety of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Award, Young People of the Year,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purification, DNA/RNA extraction, nucleic

Professor from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acid amplification and optical detection)

Excellence Award on Transla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Tsing Hua

can be executed within a miniature

University etc.

integrated device with < 30 minutes an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2. Fast diagno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 a detection limit down to a single cell/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virus. This is enabled by using specially

Prof. Lee has contributed in the following ﬁelds.

conjugated magnetic beads (i.e., beads

1. Biomarker screening

with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high-

Prof. Lee invented a new method by fine-tuning microfluidic

afﬁnity capturing probes such as antibodies,

shear force during the biomolecular screening so that non-

aptamers, peptides, nucleic acids and

specific binding between biomolecules could be greatly

antibiotics on the beads) so that the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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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rgeted bacteria/viruses or biomolecules could be achieved
even in complicated biosamples with efficient mixing. This
technology has already been transferred to local Taiwan
industries for commercialization.
3. Electromagnetic thermotheraputic devices for cancer treatment
Pro. Lee's group has developed a new electromagnetic thermostherapeutic (EMT) device using electromagnetically heated
stainless-steel needle arrays. Under a specially designed highfrequency alternating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 minimally
invasive device could be precisely heated to treat tumors. It
features fast and efficient heating using both eddy currents
and magnetic hysteresis. A spin-off company from his lab has
commercialized this technology. As an official product, his
EMT device has been routinely used in pets without damaging
normal tissue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Prof. Lee will continue his effort to push these technologies
to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and commercialize them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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