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馬振基

馬 振 基

Chen-Chi Ma

先生
62 歲 (1946 年 7 月 )

r 學 歷：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化工系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化工系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 學士

博士
碩士

r 曾 任：
美國孟山都公司 (Monsanto Co.) 資深研究工程師
美國洛氏公司 (Lord Corp.) 資深研究員
美國菲利浦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 Co.) 高級材料工程師
國立清華大學 副研發長
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執行長

r 現 任：

敬天愛人，感恩惜福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教授
台灣化學科技產業協進會 副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強化塑膠協進會 副理事長
國際塑膠工師學會中華民國總會 常務理事
奈米產業科技協會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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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東元獎」的設立，並謝謝本屆評審委員的肯定與厚
愛。對一個長期深耕者，獲得「東元獎」是一個莫大的鼓舞。感謝
「清華大學」提供了一個努力的環境，謝謝曾經教導過我的師長們。
尤其特別感謝內人陳惠
瑛及家人長期的全力
支持，體諒與鼓勵，感
謝曾經參與研究的所有
碩、博士班研究生共同
的打拼，未來將更努力
創新，追求卓越。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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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工克難努力自強不息，締造簡陋實驗室傳奇
火箭升空的熊熊烈火得從超耐高溫的噴嘴噴出，
俄國和日本製造這種噴嘴所需的「碳 / 碳複合材料」可
耐攝氏 2300 度的高溫，卻需幾千萬美金的設備生產，
產品高貴更與金子等價。立志協助台灣工業「降低製
造成本、維持高品質」的馬振基教授，在實驗室運用台
幣幾十萬的設備，做出能耐將近 2000 度高溫的複合碳
材，不但可應用在軍事國防，也能嘉惠工業製程、防
火材料與能源產業，外國學者到他實驗室參觀，總是
對他能在如此簡陋設備中做出國際級研究成果，感到

1977 年於美國孟山都公司發明的儀器

敬佩萬分。

防空洞實驗室，產出五星級研究成果
「剛回清大時因為學校研究空間不夠，我最早的實驗室還是防空洞改建
的。」馬振基笑著說，他的防空洞實驗室用了十年，才在化工系大樓改建後搬
家，期間產出幾十篇廣受國際肯定的論文與中、美、日等國專利。如今防空
洞培育出的第一代研究生有的在台灣開工廠，已有一、二十億元的身價！就
像台灣中小企業沒有太多錢投資設備，馬振基的克難研究反而特別能夠協助
台灣工業發展，「像是設備等級一、兩星的餐廳，要做出五星級餐廳的菜，環
境不好，就要用努力和創意去克服。」
馬振基的研究作息，從早上八點到實驗室開始，一直待到晚上十二點才
離開，用功到半夜兩點才就寢，三十年來始終
抱持著「自強不息，堅忍持守」的精神。一歲那
年的大火，燒掉家族經營的主要藥廠，十五歲
的姐姐因此嚴重燒傷而逝，父親與祖母也自責
過度相繼病倒去世。從此得在貧困中求生的馬
振基，最早的記憶便是「提一個小水桶協助媽媽
幫人洗衣服賺生活費」，母親一人拉拔五個小孩
長大的含辛茹苦，讓馬振基不敢放縱玩樂。

於防空洞實驗室中自行設計之拉擠成型機

童年即需賺錢維生，養成吃苦耐勞個性
「為貼補家用，我從五、六歲就開始賣冰棒，還賣過水果、花生、糖果，
小時候能夠有點飯吃就很謝天謝地了。」馬振基回憶，童年住的房子是鐵皮和
竹牆搭起來的，冬天冷到刺骨的滋味，他至今仍記憶猶新。小學四、五年級
他到棒球場叫賣冰水和橘子水，後來還自製彈珠汽水來賣，「但我的彈珠汽水
不甜只會冒氣，沒人敢喝。」初中去幫忙洗游泳池，念高中時利用週末到公司
做清潔工作，學生時代的馬振基，總得花不少時間打工，成績卻絲毫不遜於
那些可全力唸書的同學。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21

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馬振基

喜歡自己做實驗的馬振基，初中就對化學和生物充滿興趣，初二時的房
東在客廳裡裝了一台熱壓機，用電木粉（酚醛樹脂）製成各種鍋蓋或水壺蓋上
的黑色握柄，他常用課餘時間打工協助操作，從此「跟塑膠結下五十年的不
解之緣」，也對這種黑色的耐燃耐熱材料留下深刻印象，1984 年他回清大任
職的第一個研究計畫題目，材料便與電木粉有關。
在興趣和經濟的雙重考量下，馬振基考大學時便以化工和藥學為首要志
願，考進成大化工系後，他得以拜「台灣化工教育之父」賴再得教授為師，學
習賴教授異常認真執著、講究實驗安全的精神。「那時做實驗常需用到水銀，
賴教授每天都會檢查，連一滴都不可以滴在地上！」

舞會只能辦給同學玩，暑假全捐給工廠實習
大學學費得兼兩個家教彌補，克勤克儉的
馬振基當上大學班代後辦的郊遊和舞會，都是
辦給同學玩的。暑假到工廠實習是成大工學院
的必修課程，馬振基因此有緣瞭解塑膠工廠和
化工廠的運作，即使剛開始沒有薪水、每天得
比工人更早上班與更晚下班，覺得能夠學到許
多東西的馬振基仍樂此不疲。
與大學部指導老師賴再得教授 ( 右 ) 合影

1970 年馬振基服完預官役後，回母校成大當
助教，第二年從客座教授徐武軍教授那兒聽到一

種叫「塑鋼」的特殊材料，它的重量比鋼鐵輕、強度比塑膠高，後來他才知道
那正是 50 至 60 年代興起的高分子複合材料，對他此生的研究影響深遠。
1973 至 1977 年馬振基赴美國北卡州大學攻讀碩博士學位，剛開始研究
高分子物理，後來轉向高分子化學，對美國的啟發式教育留下深刻印象。當
時北卡州研究院院長斐斐安史坦耐特（Vivian T. Stannett）只給題目和目標，
其他都要學生自己想辦法，每項研究都會問學生「你要將它用在哪裡？」，
讓馬振基深刻體認：「需要擁有深厚的學術基礎，才能做出應用可長可久的
材料與產品。」

節能環保概念萌芽，材料講求再生利用
「史坦耐特院長是國際知名的高分子化學、放射性合成化學權威，四、
五十年就已經很重視工業材料的再生利用，及空氣污染等問題。他的學生
來自歐、美、亞洲各
國，我的實驗得跟很多
各國學生交流，也從不
同種族文化中，學到怎
樣包容尊重。」馬振基
說，在美留學的經驗磨
練出他的國際觀，知道
1978 年獲 Ph.D. 偕內人與指導教授 Prof. Vivian Stannett 夫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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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取得國外的最新研究訊息和國際支持，也讓他立志要帶領國內產業
跨出台灣。
在美國著名化工公司與石油公司從事兼顧實務與研究的工作七年後，
1984 年馬振基決定應國科會之邀舉家回國，從此開創「清大防空洞實驗室的
傳奇」。當年家族藥廠失火讓他痛失至親的經驗，使馬振基將無毒、少煙、耐
燃的「防火材料」列為努力研究的題目，取得各國多項專利之外，也廣為國內
外防火建材使用。
十六年前當先進國家開始注重溫室氣體減量的問題，台灣仍然幾近毫無
概念。馬振基不顧別人的譏笑，1992 年就和同系的另外三位教授合辦了台灣
第一次的「國內 CO 2 回收、減量與再利用研討會」，並約定大家協助「製紙、
鋼鐵、石化、水泥」四種產業的 CO2 點減量，其中石化產業便由馬振基負責。
「以前化工廠產生的氯氣
多半廢棄海拋，後來因
PVC 的需求大增，氯氣成
為重要的化工和塑膠業材
料，說不定 CO2 以後能像
氯氣鹹魚翻身，大幅為人
類所用。」注重能源與環
保的馬振基說。

2002 年在高分子聯合會議建言

結合奈米新科技，高分子複合材料應用廣
奈米科技興起後，馬振基致力研發奈米碳管，如今已做出「強度與緻
密度」都能和國際頂尖複合材料比美、成本價卻只有國外百分之一的專利產
品，可應用在燃料電池的雙極板，他也研發了能用在風力發電葉片的碳纖維
複合材料。過去二十幾年，他在清大培育出 30 個博士、80 個碩士，並協助工
業局培訓產業人才，校外上過他課的產業界學生更是數以萬計。「這次能得到
東元獎的肯定，我覺得很安慰，也希望我的例子能鼓舞更多人，別怕台灣環
境輸給國外，像我再怎麼克難，一樣能做到領先國際的研究成果。」

教育部創造力教育團隊參訪史丹福大學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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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1. 成為我國「創新科技」、「永續產業」、「人文關懷」與「創造力教
育」的重要推手。
2. 鼓勵跨領域合作研究，並結合「基礎研究」與「應用科技」
。
3. 帶動更多學術界與產業界共同投入創新研發，使科技與產業能
更緊密結合，提升產學合作創新風氣。
4. 激勵具前瞻性（基礎材料科學）、時效性（能源）及國際性（環
境、資源等）之科技研發並深耕厚植台灣產業之創造力，以提昇
國際競爭力。

成就歷程
馬振基教授於一九七二
年負笈美國，獲博士學位
後任職於美國三家化學及
石油公司從事研發工作。
一九八四年自美返國任教於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即積
極投入教學、研究，諮詢顧
2008 年日本奈米展

問與產業服務。他長期投入

先進高分子材料 (Advanced Polymer Materials) 及環境與能源科技之基礎研
究，如高分子物性、化性之探討，複合材料製程、檢測，奈米材料之分散、
改質、官能基化及燃料電池特性研究。馬教授在高性能高分子複合材料，奈
米、能源、環境材料方面之研究之成果已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約二百篇，國
內、外會議論文一百二十餘篇。
除致力於學術研究以提昇研發水準，馬教授更同時兼顧持續創新發明，
保護智慧財產權，所獲得之國內外專利約七十餘件，與高分子材料（塑膠、
橡膠、複合材料、奈米材料、能源材料）有關，可應用於民生、化工、半導
體、電子、資訊、通訊、能源、環保等，研發成果與發明已移轉至中科院、
工研院及十餘家業界。
馬振基教授也積極投入科技服
務與教育推廣工作，協助國科會推展
“研究成果之智財權保護”，協助教育
部推動“創造力教育計畫”，並曾擔任
經濟部“創意生活產業”技術委員會
之共同召集人。對我國創新科技及創
造力教育之規劃、產業科技政策之諮
詢及智財權維護之推動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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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

材料與能源科技創新研發
馬振基教授二十四年來致力於我國先進複合材料及能源科技之研究與人才
培育，規劃成立高分子複合材料研究室及奈米材料、能源環境材料實驗
室，主要貢獻如下：
1. 先進高分子複合材料（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奈米材料之基礎
研究（分子結構、反應動力學、熱力學、流變學、形態學、熱穩定性、
熱學、電學、動態與靜態機械性質…）。
2. 合成新穎熱固性及熱塑性高分子樹脂（可應用於汽車、運動器材、電
子、半導體產業）。
3. 創新高性能複合材料（耐高溫、防火、難燃建築材料用）。
4. 研發成功水性及環境相容複合材料（可應用於環境材料）。

5. 開發高強度、高透明度奈米材料（光電、半導體、通訊用）。

6. 研發高導電度、電磁波防護高性能奈米材料（能源、半導體及資訊用）
。
7. 燃料電池雙極板及質子交換膜材料之研發（能源產業用）。

馬教授由於對於高分子複合材料、能源、環境奈米材料之研究發明曾獲下
列之學術殊榮：
1. 第一屆國家傑出發明獎（1992）

2. 行政院傑出應用與科技人才獎（1993）
3. 國防科技研究獎（1993）

4. 全國工業減廢個人獎（1994）
5.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995）
6. 教育部產學合作獎（1997）

7.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s, U.S.A. 2004)

8. 教育百人團當選人（2005）

2005 年在北京與 Carbon Nanotube（碳奈米管）
發現者 S.Iijima 於國際奈米會議合攝

9. 國立清華大學績優教授（2006）

10.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2006）
11. 第二屆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2006）

12. 國立清華大學 特聘教授（2006，2007）
■

技術移轉及產業服務
馬教授之研發成果申請及已獲得七十餘件專利，並將技術移轉至國內相關
業界及研究機構，主要項目如下：
1. 適用於焚化爐之聚烯樹脂製備方法 ( 發明專利一件 )
2. 長纖維強化熱塑性複合材料 ( 發明專利三件 )

3. 各種高性能熱固性 (Epoxy, PU, PI, PSSQ) 及熱塑性 (PC、TPU、WBPU、
PPO、PI…) 高分子材料 ( 發明專利十一件 )

4. 高性能含矽樹脂之合成的方法 ( 發明專利二件 )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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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料電池之複合材料雙極板之製備方法 ( 發明專利一件 )
6. 燃料電池用高耐熱、高阻氣奈米材料 ( 發明專利一件 )
7. 碳奈米管之改質與官能基化 ( 發明專利申請中四件 )
■

化工課程，產業人才培訓與創造力教育及創意設計教學
馬教授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及研究所開設“化工原理”、“化工導論”、“高分
子複合材料”、“複合材料製程與檢測”、“高等複合材料原理”、“橡膠化
學與工程”、“固態廢棄物處理”、“奈米材料原理與應用”等課程；並在清
大、台大工學院 ( 連續十六年 )、交大、成大、中央、中原、元智、中興、
中正等校講授“創造力與創新設計”、“智慧財產權與工程倫理”；修課學生
超過四千餘人、培育三十餘位博士生，一百餘位碩、學士生，並曾負責自
強基金會之”經濟部工業局化工、特化及複合材料工業人才培訓班，已為
產業界培訓近五千位中、高級工程師。對國內化工，高分子、塑、橡膠複
合材料奈米材料之科技創
新發展、人才培訓及產學
合作貢獻良多；並經常受
邀在國小、國中及高中教
師研習會、中華創意育成
協會及台灣化工學會 ( 化工
營 ) 講授“創造力教學與創
意設計”。

於北京清華大學授課

■

政府諮詢與社會服務
馬教授過去十六年協助國科會工程中心辦理「專利申請案」二千三百多
件，（已通過國內外發明專利二千餘件），並擔任國科會科技權益委員會
委員審理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宜，參與國家科技基本法之修訂，提供國科
會有關智財權之諮詢及審查意見，輔導各校成立技術移轉中心及智慧財
產權辦公室。
他曾擔任國際工程師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及常務理事多年，中華民國強
化塑膠協進會副理事長、台灣奈米產業發展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高分
子學會理事、中華民國產業科技協進會理事、台灣化學科技協進會副理事
長、台灣奈米產業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塑膠發展中心常務董事、橡膠研究
中心董事，協助產業公會、協會及學會推動技術升級，國際交流。
馬教授曾擔任經濟部科技顧問室及技術處顧問八年，亦曾擔任教育部顧問
六年、國科會科技權益委員會委員、國科會工程中心專利研究員、工研院
產業顧問、公民營企業之顧問及諮詢委員。並擔任教育部、經濟部工業
局、能源會、環保署、勞委會、中科院、工研院等科技專案之規劃審查，
對我國先進複合材料、能源科技、奈米材料、創新科技教育、產業科技政
策、環境保護及智財權的維護推動不遺餘力。

26

機械∕材料∕能源科技

■

推動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
馬教授曾多次被邀請至歐、美、日、中國、菲律
賓、泰國、新加坡及南非等國擔任國際會議主講
人、科技顧問等，對推動國內外學術交流成績
卓著；並曾擔任國際複合材料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 Materials, ICCM) 副
主席 (1995) 及歷屆我國代表、亞澳複合材料

會議 (Asian-Australian Conference on Composite
Materials, ACCM) 創始委員及中華民國代表

第二屆玻璃創新營成果展

(Councilman)，2004 年獲國際塑膠工程師學會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s) 美國總會頒發之終身成就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研究與創作展望
■

奈米材料的基礎與應用研究：
分子間與分子內力量之探討，奈米添加劑、改質劑之分散性，奈米材料
與高分子材料之界面，型態學與各種性質（導電性、導熱性、絕緣性、
EMI、EDS、機械性質）之研究。

■

碳奈米管之特性研究：
包括 MWCNT 之改質、官能基化，金屬基之添加及與其他奈米材料之混
成，與各種高分子基材（PI、Epoxy、Vinylester、TPV、PMMA 等）組成複
合材料之特性研究，預期此類奈米複材可應用於 3C、半導體、光電、電
子通訊及資訊等。

■

能源材料之研究：
包括燃料電池用高分子複合材料雙極板製備及質子交換膜研製，染料敏化
太陽能電池之工作電極與對電極，風光互補材料之研發（包括高分子複合
材料用於風力機葉片及太陽能電池組框架）。

帶團參加 1998 年德國塑橡膠展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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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環境材料之研究：
CO 2 回收與再利用，環境友善型材料（如生物可分解材料、水性樹脂）之
研發。

■

推動「創造力教育」，「工程倫理」、「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創意生
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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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

The TECO Award will be the important Promoter to the「Innovation
Technology」,「Creativity Education」,「Industry Sustainability」and

「Concern for Humanistic Spirit」in Taiwan, ever in the world.
■

To encourage both「Basic」and「Applied」Researchers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speciﬁc aspects.

■

To stimulate the incorporation
between academic and industry to
solve certain problems.

■

The TECO Award will inspire

the advanced, timing and global
concerned technology, to innovat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on of Taiwan
射出成型製作飛盤

industry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Ma received bachelor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1969. He recewied Master and Ph.D. degree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from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Raleigh, N.C.,

U.S.A in 1975 and 1978, respectively. He worked for Monsanto Co. (1977~1979),
Lord Corp. (1979~1980) and Phillips petroleum Co.(198~1984) as seni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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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 and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He was invit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to teach and research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984~1986). Since 1986, he served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stablished the
polymer composites processing, eco-materials and
nanocomposite laboratories. He is a pioneering
researcher in the field of advanced polymer
composite, nanocomposite materials, and energy-

related material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papers and was granted more
than 70 Taiwan, U.S., Japan, U.K., etc. patents.

2007 年於日本東京應邀在國際尖端材料會議
（SAMPE）擔任 Keynote speaker

The technologies he developed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rivate sector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H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d led him to be granted the following awards.
• The First National Invention Award, R.O.C (1992).

• Outsta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 Award, Executive Yuan,
R.O.C (1993).

• Defense Research Award, Ministry of Defense, R.O.C (1994) .
• National Waste Minimization Award (1994).

• Excellent Research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O.C (1995).

• Academic-Industry Cooperation Award, Ministry of Education, R.O.C (1997).

•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s, U.S.A (2004).

•“The Education Mentor”Award , gra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R.O.C (2005).

•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Chinese
Engineers' Society, Taiwan, R.O.C (2006).

• The 2006 National Nanotechology Award, Taiwan
Nanotech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2006).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6, 2007).

獲頒國防科技研發獎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Innovation of the Advanced Polymer Composite and Nanomaterials:
For the past decades, Professor Ma has conducted the basic research on the
advanced composite and nano materials include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kinetics, thermodynamics, rheology, morphology, thermal, dynamic and static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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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 High performance thermoset and thermoplastic resin, water-based
resin, high electrical conductive nanocomposite material and composite bipolar
plates have been developed.
■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ical Service:
Since 1984, Professor Ma has been
granted more them 70 patents.

Technologies of some patent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He also serves

as the advisor and consultants for
產學研發成果 - 防火難燃複材

■

many private sectors in technical
aspects.

Creativity Education And Creative Design:
For the past 16 years processor has been invited as chair lecturer on the
“Engineering Ethic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 also taught the
creative design course at NTHU, NCTU, NCKU and Beijing Tsing Hua
University.

■

Consultation and Technical Society:
He was the advisor of the Technic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Taiwan, for 8 years. He served as the advisor of the Advisor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for 6 years. He has been elected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both the Taiwan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aiwan Composites Association. He is th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la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Rubber Research Center and Nan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ciety. He has been invited as Keynote speaker,
lecturer to give technical presentation in U.S., Japan, China, Europe.

He has been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lastics Engineer, U.S.A., 2004.

與學生討論實驗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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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on the Nanomaterials:
To conduct the basic research on the inter-intra molecular force of nano-

composites materials. To study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thermal properti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EMI, EDS and RFI of nanomaterials.
■

Research on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
To investigate the modification and functionalization of MWCNTs

and hybrization. To prepare and to characterize the MWCNT-polymer
nanocomposites (PI, Epoxy, Vinylester, TPV, PMMA, etc.) for the application
in 3C, semiconductor, photoelectronic and IT industry.
■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nergy-related Materials:
To prepare and to evaluate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tes Bipolar Plates for

fuel cell. To study the working electrode for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DSSC).
To investigate the polymer composite for wind turbine blade.
■

Green House Gases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 Conscious
Nanocomposites:
To study the Reduction and Reuse of CO2. To prepare eco-friendly composite
material (Biodegrable polymer, water-crosslinking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Creative education」,「Engineering eth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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