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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自己的方向，持給努力。

曾 俊 元 先生
Tseung-Yuen Tsen
51 歲(1953 年 1 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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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普渡大學材料工程
美國普渡大學材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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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教授
Asia Ferroelectrics Association

博士
碩士

理事

任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副教授 /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所長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所 顧問
新竹企業經理協進會 顧問

成就歷程
曾俊元先生於民國62年自台北工專畢業，同年國家高
等考試及格，入伍預官役期滿後回到台北工專服務。於民
國66年得美國普渡大學全額獎學金赴美進修，跟隨電機鼘
材料工程系電子陶瓷鶁座教授 Prof. R.W. Vest 從事碩、博
士論文研究。民國71年初取得博士學位後，於美佛羅里達
大學材料科學鼘工程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民國 72 年 8 月
返國到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所任教，於 75 年升任教
授，曾兼任電子研究所所長，目前為該系所鶁座教授。
曾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在精密陶瓷製程、電子陶瓷材
料及元件、高溫超導體、奈米材料、高介電常數和鐵電薄
膜材料及元件等方面，在交通大學從無至有建立了電子材
料實驗室及高溫超導薄膜實驗室。曾指導畢業博士20位、
碩士約80位，培育的人才服務於產業界及教育研究機關，
對台灣近年來的被動元件、半導體及面板產業做出貢獻。
20多年來除執行國科會輔助研究計劃外，也接受中科院、
飛利浦建元電子公司、中鋼公司、交通部電信研究所、工
研院電子所、材料所、電通所和化工所和園區公司的委託
研究計劃，並曾擔任公司顧問指導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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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者所採用，對國內相關產業技術之提升貢獻甚多。
近年來積極從事學會服務活動，在國際性事務上，擔
任亞洲鐵電協會理事，國際學術會議議程委員，討論會主
席，邀請演鶁，並為奈米科學鼘奈米技術學刊和中國材料
科學鼘工程學刊的編輯委員，陶業學會理事，從事學術交
流，為國內及國際學術之提升貢獻心力。

■

2001年應邀至「日本鐵電記憶體」
會議演講

曾教授長期持續不斷努力從事陶瓷材料及元件的研
究，創新研究成果已獲國內外榮譽肯定。在國內方面，多
次獲得國科會的優等研究獎和傑出研究獎，自九十年起為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並曾獲得「中華民國陶業學會貢獻獎
章」、「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侯
金堆傑出貢獻獎」及「中山學術獎」。在國外方面，在 87
年獲選美國陶瓷學會院士（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Fellow）及91年再獲美國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
院士。
今後將繼續在奈米材料及電子陶瓷薄膜及元件方面從
事研究，持續以細心及耐心培育優秀人才，期望能夠對國
內科技教育及相關產業技術之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貢獻。

具體貢獻事蹟
一、發鵧陶瓷材料及元件學術期刊論文200篇以上，會議論
文 70 篇以上及獲專利數件，所發鵧期刊論文被其他相
關學術期刊（SCI）引用 1400 次以上，在學術及技術上
具影響性。
二、發明鎳電極積層式電容器之粉體配方
鼘氣氛燒結方法，飛利浦電子公司將
其大型量產化，外銷各國，這新積層
電容器有非常高的介電常數（大於10,
000），非常低的損失因子（<1％）和
在高溫高壓加速試驗（140℃/400V）
下有 100 小時以上的壽命，這電容器
比傳統的貴金屬電容器性能優良且便
宜。

■

1998年「美國陶磁學會」理事長授予院士證書

三、研製二氧化矽微細球形粒子並自行組裝成規則三維結
構，在世界上首次達成玻璃定量燒結研究，並印證玻
璃燒結的三大基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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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次運用能階暫態探測儀量測鈦酸鍶鋇基薄膜之缺陷
並鼘理論缺陷比較結果，兩者相符，建立鈦酸鍶鋇基
薄膜製程技術並完成一系列可靠度的測試鼘分析。並
鼘薄膜的缺陷，微結構鼘化學成份相互關連解釋。為
高介電薄膜在 Gbit DRAM 應用奠定基石。
五、建立鈦酸鍶鋇、氧化鋯、高溫超導體、氧化鋅、氧化
鋁、二氧化矽等陶瓷奈米粒子之合成技術、分散技術
和其相關相變機制，顯著的降低陶瓷的製程溫度，且
獲得高性能的材料。
六、建立濺萬法和首次運用的快速升溫低壓化學氣相沈積
法成長高品質氧化鉭薄膜在白金、銅和鉭等不同底電
極上，完成一系列介電，電學性質鼘可靠度的測試鼘
分析，並鼘薄膜的缺陷，微結構鼘化學成份相互關連
解釋。
七、發展鈦酸鍶鋇溼度感測元件的製程技術，完成一系列
性能鼘可靠度測試分析，並首次建立理論模型來成功
地解釋高介電陶瓷溼度感測現象，是溼度感測的重要
理論。

研究展望
在二十一世紀，人隉慢慢地走進了奈米世界，各先進
國家政府投下大量資金在奈米材料和科技研究發展上。大
家認定奈米材料和技術領域是知識及技術創新的源泉，將
給相關的基礎領域鼘應用科學帶來快速的進展和重大的影
響。國內也積極開始發展奈米科技，政府推
動奈米科技為我國未來五年高科技產業發展
的重點之一。目前正積極進行國家型奈米計
劃，建構奈米科技的研究環境，相信在結合
產業界、政府鼘學術界三方面的力量下，大
家共同努力於創新研發及開發應用來有效地
提昇我國在這方面的競爭力鼘影響力。個人
■

與交通大學同事合影

自博士後就有機會從事奈米材料研究，累積
了豐富經驗。今後將持續奈米科技研究，對國內相關的科
學及技術之提昇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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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榮獲「東元獎」是對個人、歷屆學生及合作教授
過去二十多年來共同努力所得成果之肯定蝁個人感到
十分高興膢榮耀。首先要感苂評審委員的厚愛蝁讓我
有機會獲獎蝁更要感苂和我一同從事研究的同仁及學
生蝁有了他們才有今天的研究成果蝁同時要感苂交大
提供的優良研究環境和資源蝁讓我酀夠茗豨尖端研
究蝁得以成長茁壯。父母的栽培及家
人的支持膢鼓勵使我酀夠專心工作蝁
讓我感激不盡。最後要感苂東元科技
文教基銎會頒獎給我蝁我將十分珍惜
它蝁在工作崗位上持續努力蝁學習其
用心關懷社會的精神蝁為「創造力教
■

育」奉獻一份力茛。

與學生合影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
的設鸕以創造前瞻科技且具有人文關懷
的茗步社會為宗旨蝁是值得大家欽佩的美好創舉蝁期
望這種鼓勵學者創新研究膢追求卓越蝁同時又注重人
文關懷的均衡精神蝁酀深深地擴散到整個社會。這種
情形下蝁國內整體研究環境自然會往上提昇蝁成為具
有“創新環境”的社會蝁創造出具體價值蝁而酀增茗
國內企業競爭力蝁同時又酀增茗社會福祉促茗社會茗
步蝁達成「東元獎」公益的目的。另方面企業本身因
創新環境的形成和傑出人才的貢獻蝁而易於達成生產
流程的創新外蝁更茗一步有產品的創新蝁企業酀在新
世紀全球挑戰中掌握新科技而
屹立不搖蝁更上一層樓。如此
一來蝁將提昇我國的科技膢人
文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蝁且酀實
際運用創新的知識來創造財
富蝁使我國成為富裕安康和樂
的國家。

■

2004年全家福攝於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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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Dr. Tseng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00 scientific journal papers, 70 conference papers and hold 5 patents.
His published papers have been cited over 1400 times
by other scientific journal papers(SCI).
2. His base metal multilayer capacitors invention has
been adopted by Philips Company and brought into
large-scale commercial product.
3. He was the first to report a series of sintering studies
of SiO2 glass from model powder compacts, Such
work has constituted much of the current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intering in SiO2 glass.
4. His recent work on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barium
strontium titanate (BST) and tantalum oxide thin films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fabrication of the DRAM capacitors with low leakage current densities and high
dielectric constant. His recently published study on
conduction mechanism, effect of bottom electrode
materials and defects on the electrical properties,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resistance degradation and
breakdown of BST and tantalum oxide thin film capacitors gives insight into the selection of electrodes
to enable the overall manufacturability of the giga bit
DRAM's. His work on these thin films has been referred very often by the technical community.
5. Developed techniques for various nanoparticles synthesis including barium titanate,zirconia,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zinc oxide, alumina, and
silica etc. His published study on particle dispersion
technique and phas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gives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w temperature
sintering of high performance materials.
6. Developed new ceramic humidity sensor based on
BaTiO3 ceramics and established the sensing mechanism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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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spect
In the 21st century, mankind has slowly entered the
world of nanometer. All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heir
governments have invested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anomaterials and
nanotechnology. Everyone believes that nanomaterials
and nanotechnology are a source of new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at bring about rapid progress as
well as great influence to the relevant realms and applicable science. Our country has also begun developing
nanotechonology. Promoting nanotechnology is one of
our high-tech industry's development priorities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Currently,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plan is promoted and the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environment is under constru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dedication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enhance our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in the aspects of industry
and power, government and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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