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Green Tech競賽
電影賞析－心中的小星星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以獎座形狀作為創意表現的起點，
延伸出「圓」的構圖。
•透過「東元」的字義，發展東方的、
開創的、圓滿的意念。
•透過書法字體、搭配中國傳統的
帝王黃與景泰藍配色，展現
「東元獎」的恢弘格局。
•歷年活動以影像拼貼方式，融入
獎座的設計，藉以傳達「東元獎」
科文共裕之精神。
•高雅不華麗，深邃不浮誇，層次
豐富而不單調，是版面的訴求，
也是基金會組織文化的延伸。

 誠與信‧公與義 
－寫在第十六屆頒獎典禮－
時值瓜熟柿紅，也正是「東元獎」頒獎典禮辦理的季
節，身為董事長不禁自我檢視「為人謀而不忠乎？」八年
前受東元集團黃茂雄會長所託，承諾確保基金會健全運作
的責任。誠如大家所知，基金會是一個為社會提供服務的
機構，每一次的活動都是服務成效的檢驗；台灣是一個民
主的社會，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方案，不僅公開廣邀社會大
眾參與，社會大眾甚至可以從各種角度與細節檢驗其價值
與完整性，「誠」與「信」的精神、「公」與「義」的堅持，
成為基金會實現承諾的首要條件。
今年邁入第十六年的「東元獎」，即使在設獎初期褒
貶兼而有之，但是經過十六個年頭，從二十世紀跨越到
二十一世紀，從資訊科技日漸蓬勃的初期，到資訊科技無
所不在的今日，「東元獎」的設獎精神歷久彌堅，今年的
人文類獎項，秉持著「公平」與「正義」的精神，主動遴選在「新住民服務」
領域卓有成效的人士，除鼓勵二十年來在這個領域中追求「公」與「義」的
人士，並讓存在已久且亟待重視與解決的問題，可以獲得應有的支持與尊
重。2005 年起，以得獎人為主要成員的「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
，經過五年
的實驗與堅持，完整的延續了東元獎「科文共裕」的精神，同時帶動得獎人
以「建構科文共裕的社會」為己任，發揮個人與團隊的影響力；我們堅信持
續的努力，
「科文共裕」將不只是口號，更是全民所期盼的美好社會。
近年來台灣的公益服務方案蓬勃發展，NPO 組織在質與量方面都大幅
成長，無形中在商業場域之外，也形成了另一種競合關係，這在莫拉克風
災之後，村民的安置、生活的安頓、學校的重建、文化的承續…等方面，
都可以看到跨領域的合作，形成另一種「共裕」的文化。本基金會不僅參與
其中，在原住民族群永續方面，也以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及教育支持
等方案，與其他 NPO 組織及企業，以「驚嘆號」為名搭建服務平台，攜手支
持原民族群永續的理想。
第十六屆「東元獎」
，持續由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史欽泰先生擔任總
召集人，並召集十八位賢達為本獎把關。Green Tech 競賽也由工研院曲新生
副院長帶領五位評審委員把關，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劉兆玄先生擔任頒獎
人。謹以虔敬的心意，感謝為本獎奉獻心力之人士，並為得獎人慎重的籌備
頒獎典禮，期盼得獎人在得獎之後，不僅持續在專業領域上大放異彩，更能
持續發揮造福社會及服務人群之影響力。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科文共裕‧義不容辭 

最近十餘年，台灣 NPO 組織蓬勃發展，國內投
入志願服務的資源與人力，也隨著人文社會的建構
而大幅成長。東元有幸透過當時董監事睿智的前瞻
視野，設置基金會，並開始以方案深耕的形式，加
入服務與回饋社會的行列。其中，「東元獎」成為基
金會的主要傳承計畫，並且肩負發展核心價值、確
保服務效益的責任。
「東元獎」十六年來設獎領域從科技跨越人文，
從單純的獎助到聯誼會的運作，提供完善的人才庫
的建置與服務。特別是主動遴選產生得獎人的人文
類獎，每年在郭董事長廣徵民意用心擘畫中，點出
當年度社會最需要被關注及支持的領域，推陳出新
的服務項目，可以說是一直處於領導地位的創新作
為；身為贊助者感到欣慰之餘，更感佩郭董事長的領導，十餘年來服務效
益總是令人驚豔。
今年的社會服務類獎項的「新住民服務領域」
，在設獎期間由被漠視，
扭轉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也帶領社會大眾對多元社會的形成給予支持與認
同；而得獎人的卓越事蹟，對於基金會促進「公」與「義」的社會，以及建
構「科文共裕」社會的理想，做了強而有力的回應。我們認為聆聽社會最底
層的聲音，以及給予人道的支持與鼓勵，是一個文明社會應具備的素養，
「東元集團」更應秉持「義不容辭」的精神全力支持。
近年來基金會令人感動的除了「東元獎」精神的實踐之外，由創新的精
神延伸展開的「創造力教育」
，多年來已經為超過萬名的教師，提供創意教
學職能成長的課程，無論是創意教學、科普，還是大腦與學習關係的師資
成長計畫，都是各縣市教師研習的第一選擇，近幾年來「東元」不僅與「創
造力教育」劃上等號，也為「教育」開啟更具彈性與效益的教學思維。在人
文教育方面「驚嘆號」的魄力、能量與願景，以及對原民族群永續的支持，
都是令人印象深刻，且假以時日影響深遠的教育方案。
「第十六屆頒獎典禮」揭開序幕的此刻，對於「東元獎」十六年來的豐碩
成果，感到欣慰；本人在此除了向得獎人表達由衷的敬意之外，也衷心的
期許與會的嘉賓，持續支持「東元」建構「科文共裕的進步社會」的理想，
讓科技與人文透過觀念的溝通、
價值的確立，以及行動的實踐，
邁向豐富美好精彩的境界！

東 元 集 團
董事長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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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評審結果報告

 累積台灣寶貴的人才資產 
在自然資源極度匱乏的台灣，人才就是我國最寶
貴的資源，對人才的珍惜與鼓勵，就是對國家最好的
支持與建設。今年初全球金融風暴席捲台灣，許多
企業在低迷景氣中舉步維艱，大幅減少了對社會的捐
助，然而「東元集團」秉持企業責任捐助成立的東元科
技文教基金會，卻堅持設獎之初衷，「東元獎」並得以
堂堂邁入第十六屆，持續以高額獎金鼓勵台灣優秀人
才，維繫我國向上提昇的關鍵競爭力。
十六年來，東元獎已建立「品牌地位」，公認成為
民間企業獎助人才的標竿，也使得申請人的競爭越來
越激烈，評審越來越難為。有別於一般學術獎項，東元獎特別注重對產業產生
正面影響的研發成果，因應科技產業的快速變化，適時擴充設獎領域，對於縮
小台灣產業界和學術界的鴻溝，有明顯的助益。
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著名作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小說「幻滅」
裡曾寫到：「離開了人才薈萃的中心，呼吸不到思想活躍的空氣，不接觸日新
月異的潮流，我們的知識會陳腐，趣味會像死水一般變質。」從 2005 年起成立
的「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每年舉辦讓歷屆得獎人共聚一堂、交流研討的活
動，便是企圖形成一個人才薈萃的中心，提供跨領域的智慧激盪機會，讓歷屆
得獎者能夠持續成長並貢獻心力的組織。加上今年得獎人，東元獎得主累計
八十位，已成為台灣人才資產寶庫。
第十六屆「東元獎」持續在電機 / 資訊 / 通訊、機械 / 材料 / 能源、化工 / 生

物 / 醫工等三大領域，針對從事科學研究、創新技術，進而落實於產業發展的
傑出人士設獎。為在科技時代帶動社會反思人文精神的內涵、調和科技與人
文的鴻溝而設置的「人文類獎」，今年邁入第十一年，設獎領域為「新住民服
務」，以主動遴選的方式，獎勵長期致力於改善外籍移工與婚姻移民等台灣新
住民困境，充分體現社會服務與人文關懷精神的佼佼者。
「東元獎」的申請作業於本年五月一日起展開，並於七月十五日截止，在
八月二十九日完成決審的作
業。本人很榮幸擔任評審委員
會的總召集人，邀請四項領域
評審委員共十八人，皆為國內
各界賢達及德高望重之公正人
士，並蒙全體評審委員對本獎
設獎精神及評審原則的堅持，
嚴選出五位得獎人，本屆得獎
人介紹及評審委員名錄如列：



評審結果報告

類

別

申請 得獎人
件數

現

職

評 審 委 員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類

16

吳家麟

國立台灣大學資工系
特聘教授

陳文村、許聞廉
吳重雨、黃惠良

技 機械 / 材料 / 能源科技類

10

張豐志

國立交通大學應化系
教授

曲新生、顏鴻森
李世光、陳文華

類

13

余淑美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李鍾熙、伍焜玉
特聘研究員
葛煥彰、江安世

阮文雄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主任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科

化工 / 生物 / 醫工科技類

人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文
（主動遴選）
類

6

曾志朗、張苙雲
陳金燕、張翰璧
王宏仁

台灣政府在 80 年代推行「南向政策」，打開東南亞近鄰之門，也開始有愈來愈
多來自東南亞與中國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至台灣，讓台灣外籍配偶的比例急速成
長。根據內政部統計到去年為止，台灣外籍配偶總人數已突破 40 萬人，出身東南
亞與中國者佔絕大多數，而勞委會統計近五年外籍勞工人口，每年平均約有 33-35

萬人。這些新移民面臨語言、生活習慣、風俗文化不同的適應問題，在降低社會歧
視、改善法規制度和人權保障方面，仰仗關注此議題人士持續不輟的努力，卻極少
獲得應有的掌聲。本屆人文類獎針對此領域設獎，對於台灣社會的穩定與多元發展
有所助益，是「東元」殷切的期盼。
本屆得獎人阮文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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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促進台灣建立公平正
義的社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響；夏曉鵑女士在 1995 年創設全台第一個「外
籍新娘識字班」，協助培植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和「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以
學術研究與實踐行動並進，是台灣移民人權重要的倡議者與推手。因兩位貢獻卓著
難分軒輊，評審委員會決定並列給獎。
謹以恭賀與期勉的心情，在第十六屆頒獎典禮的今天，獻上本人對於東元獎及
得獎人的祝福，並向評審委員們表達十二萬分的謝忱。我有幸與「東元」一起為累積
台灣寶貴的人才資產共盡心力，也期許所
有東元獎得主能將這份肯定化為善盡社會
責任的養分，以創新研發與人文精神營造
更美好的台灣。

第十六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總召集人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董事長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得獎人名錄

 第十六屆東元獎 
得獎人名錄
獎項領域
得獎人

科 技 類

吳家麟

得 獎 評 語

電機 / 資訊 / 通訊類 Electronic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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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Ja-Ling Wu is a distinguished expert in Video compression and digital
content analysis as evidenced by his receiving many important domestic and oversea
awards. He is the original inventor of a DVD playing prototype, which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commercial product. Professor Wu has made signiﬁcant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a and ICT industries.

科 技 類

張豐志

機械 / 材料 / 能源類 Mechanical Engineering/Materials Science/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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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Feng-Chih Chang has devoted to the research o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polymer technology for a long time. He has published over 3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articles and numerous related patents. He has received many domestic and oversea
academic awards and he ha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chemical industry.

科 技 類

化工 / 生物 / 醫工類 Chemical Engineering/Biology/Biomedical Engineering

余淑美

以創新基因工程科技改良水稻品種，廣為全球應用。領導團隊建立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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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Su-May Yu developed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rice
improvement worldwide. She led a team to establish a huge rice mutant population
that is a precious resource for international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She
contributes enormous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her accomplishments enhance international stature of Taiwan.

人 文 類

阮文雄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Social Services-New Resident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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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促進台灣建立公平正義的社
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響。
Delivering migrant workers and immigrant spouses from perils, reaching out to new
immigrants treated inhumanly and caught in despair with a long-standing devotion,
he, in the spirit of fraternity, has inspired a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nﬂuence o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qual and just society in Taiwan.

夏曉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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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pioneer’s spirit, she has devoted to the long-term care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Meanwhile, she also devoted her real action to the acquisi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new immigrants, and she spoke up loudly to the society
for the respect to the new immigrants. Her academic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action has promoted the setup of service and support system in different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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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介紹

 頒獎人 
劉兆玄 先生
祖籍湖南，1943 年出生於四川成都，劉兆玄在台
北師大附中畢業後，選擇化學作為大學主修。台灣大學
化學系畢業後，遠赴加拿大深造，獲多倫多大學化學博
士學位。
1971 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劉兆玄先生隨即回國擔
任國立清華大學副教授，之後劉兆玄先生從清華大學教
授並一路擔任理學院院長、校長等重責（1987-1993）。
他個人在矽化學及有機金屬化學方面發表 70 多篇重要
著作，並獲各項傑出研究獎。在他的領導之下，清華大
學的多元學術發展大幅度提升，從一所理工為主之大學
發展成為全面的大學，同時連獲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學術獎榮譽，在許多
領域中領先全國。
劉兆玄先生從 1979 年起數度接受政府借調，開始政府與學界交替的生涯。
他曾擔任行政院國科會企劃考核處處長（1979-1982）、副主委（1984-1987）、主
委（1996-1997）。1993-1996 年間，擔任交通部部長。1997-2000 年間，劉兆玄先
生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
國科會期間，劉兆玄先生的重要貢獻包括成立區域貴重儀器服務中心，促進
跨學科、任務導向的大型研究計畫，建立研究傑出獎、奠立科技基本法。交通部
長期間，他致力於改善國家運輸系統，建立兩岸直航轉運中心，修行電信三法，
順利開展電信自由化及陽明海運民營化。
授命為蕭萬長內閣的副掌舵者期間，劉兆玄先生負責召集「教育改革推動小
組」，任內亦擔任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召集人，起草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
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Taiwan Agenda 21）。面對 1999 年 9 月 21 日的世紀災難集
集大地震，劉兆玄先生負起重擔，坐陣災區指揮救災重建工作，並圓滿達成任
務，獲頒一等景星勳章。
2004 年劉兆玄先生重返學界，擔任東吳大學校長，迅速將東吳發展成為一
流的教學大學。2008 年接受總統馬英九的組閣邀請，出任行政院院長。劉兆玄
先生制定並執行具體政策及計畫，使國家得以應付全球化的挑戰，促進永續發展
經濟，實踐馬英九總統建立兩岸和平互利新關係的理想。他任內的重要貢獻包括
兩岸財經法規鬆綁、開辦勞保及國民年金，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領財經內閣成功
對抗全球金融風暴，擬訂多項有魄力的重要措施：如宣布銀行存款全額保障、發
放消費券、擴大內需；並推出綠能、生技、文創、醫療、精農、觀光等六大新興
產業以調整台灣企業結構。
2009 年 9 月，劉兆玄先生獲頒政府最高榮譽的「中正勳章」。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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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家 麟

先生
JA-LING WU

54 歲（1956 年 11 月）

r 學 歷：
大同工學院電機工程系 博士
大同工學院電機工程系 碩士
淡江大學電子工程系 學士

r 曾 任：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所長
國立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消費性電子台北分會 會長
大同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

以誠心待人
以平常心面對得失褒貶

r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特聘教授

評審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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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感言

與指導教授貝蘇章院長於
IEEE Fellow 頒獎典禮合影

從事教職 20 多年以來，若沒有妻子林秀慧女士的包容與付出，
我的研究工作不可能不因家務而分心；若沒有貝蘇章教授亦師亦友的
督促與無私的教誨，我不可能領會到學術殿堂的宏偉；若沒有李琳山
教授的慧眼識英雄，我不可能登上臺灣大學這個可以任我盡情揮灑的
舞台；若沒有通訊與多媒體實驗室所有夥伴們對我的信任與支持，我
對研究工作的熱忱不可能一直持續的增長。當然，若沒有「東元科技
文教基金會」以及所有評審委員對我的肯定，我不可能獲得這項重大
的榮譽。在得知獲獎的當下，心中湧起的第一個
念頭，自然是對前述將我人生中無數的不可能轉
變成可能的人士，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東元獎」帶來的除了是榮譽與肯定外，對個
人而言更是殷切的期許與沈重的責任付記。在心
懷感恩的同時，我承諾將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為
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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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技發展與人才培育善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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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打破台灣軟體弱勢，引領資訊多媒體創新
台灣在高科技製造的硬體界享有多項世界第
一，例如全球超過八成的筆記型電腦都是台灣製
造，然而軟體方面不夠創新、難與世界競爭，一向
是台灣的弱勢，直到 1995 年台大資訊工程系吳家
麟教授跟同事黃肇雄、陳文進與歐陽明教授等人，
在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架構下研發出視訊壓縮軟
體－第一代「Power DVD」的原型，不但衍生出台

灣最成功的軟體公司「訊連科技」，「Power DVD」

2006 獲頒 ACM_MM 最佳論文獎後與大會主席合影

也成為全球 DVD 播放器市佔率最高的軟體，目前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筆電均
予內裝，多年累計已賣出超過三億五千萬套。

走出象牙塔，產學合作做出具體貢獻
回首來時路，吳家麟坦言，20 多年前台灣學界普遍輕視產學合作，對產
學合作太投入會被視為「不務正業」，他跟另外三位合作同僚更因此被戲稱為
「四大寇」。然而這種閉門造車的學風，讓享譽國際資訊科學界的孔祥重院士
回國演講時，便嚴厲直言批評：「國科會補助計畫通過率太高，把教授們養得
白白胖胖，研究卻只會寫八股文，除了增加書架厚度外沒有其他貢獻！」
當時坐在台下聽講的吳家麟只覺得自己被罵是應該的，孔院士的批評讓
他深切反省，要求自己得「對社會做出更多具體貢獻」，也就更加投入推動產
學合作，在視訊壓縮、數位浮水印及數位內容分析領域的研發成果，包括最
早的視訊會議架構、多媒體電子教室及辦公室、保護數位內容智財權的數位
浮水印及數位隱形墨水、能自動整理編輯數位
照片的「拼貼式幻燈秀（Tiling Slide Show）」、
能自動抓取運動競賽重要事件的剪輯軟體等
等，均極具市場應用價值。
其中在 2006 年發表的「拼貼式幻燈秀」為

台灣首次在頂尖國際會議（ACM Multimedia
Conference）贏得最佳論文獎，這套數位內容
分析軟體能將大量雜亂無章的數位照片，輕鬆

與歷屆東元獎得獎人在博士農場合影

做成變化多端的幻燈秀，擷取相似的內容做成雜誌般的版面、自動放大內含
人物的重要照片，還能搭配使用者自行選擇的主題曲，依不同節奏播放。後
來更進一步研發成「照片導覽系統」，可將重疊性的照片連接做成動態影像，
有如用科技實現哈利波特裡的魔法動態照片。

大同工學院首位博士，修過兩百台電視
師大附中畢業後考上逢甲電機，再插班考到淡江大學電子工程系的吳家
麟說，淡大跟台大一樣學風很自由，只要肯努力用功就能有所成就。畢業前
夕他同時考上淡大計算機研究所和大同工學院的電機所，在淡大老師「換個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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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通常能學到更多」的建議下選擇了後者，後來更成為大同工學院培養出
的第一個博士。
「當年大同要求嚴格有如軍校，學生一律要穿制服，每
年必修課都要刷掉 15% 的人，四年都要修英文和選修第二
外國語，寒暑假全都得泡在大同的工廠實習！當學生時覺
得很苦，現在就知道扎實訓練的可貴。」吳家麟回憶，剛開
始學修電視，好像隨便一碰就燒壞，修過兩、三百台電視
也就熟能生巧了。因為他是研究生，大同還提供他與工廠
2000 獲頒台灣經典引文獎

科長學習「管理生產線」的機會。
當年大同跟日本知名大廠 TOSHIBA 合作密切，無論

TOSHIBA 推出何種新家電，不到兩個月，大同就能做出更便宜且更好的同型
產品。吳家麟當面請教大同董事長林挺生其中秘訣，原來是四個字：「照抄照
超」。「一聽到照抄會有很多人不屑，但如果你沒有真正搞清楚產品架構與內
涵，連照抄都做不到，要搞清楚到掌握『破綻』的程度，才能模仿並且超越。」
吳家麟說，這四字秘訣給他的影響是在做一個東西前，要徹頭徹尾地弄通。

當兵負責檢測軍品，差點為國捐軀
取得碩士學位後，吳家麟被分發到聯勤總部的「軍品鑑測處」服兵役，負
責所有國軍製造產品的品管。「例如測試國產催淚手榴彈，就一手拿碼錶一手
把手榴彈丟出去，看幾秒內讓自己流淚，太久就不合格。閃光彈則要看自己
多久才能恢復視力。」
最令吳家麟難忘的經驗，是英阿戰爭之際英國向台灣訂製戰車用的穿甲
彈，測試時一彈打出去，空中突然傳來一陣奇怪的尖銳聲，旁邊的士官長立
刻伸手一把將吳家麟按壓在地，「磅！」聲過後抬頭一看，才發現被鋼板反彈
回來的穿甲彈就落在兩人身後不遠處，還好沒爆炸。「幸虧士官長經驗豐富，
一聽怪聲就知道是附近有落彈，否則被砸中我就要為國捐軀了。」

見賢思齊，比老師更早來、更晚走、更用功
退伍前父親罹患血癌的事實，讓身為長子的吳家麟打消了出國深造的念
頭，選擇續讀大同博士班以照顧母親。「大同的研究室是師生都在一起，我的
指導教授貝蘇章院長每天早上八點就到學校、五點以後才走，貝老師又非常
用功，當學生的只有比他更早來、更晚走、更用功才行，一天最高記錄要看
四篇論文，而且隨時都要做摘要報告。」
密集訓練除了讓吳家麟
只念三年就拿到博士，累計
寫出的論文數量也超過當年
國內博士班畢業生平均論文
數許多。九位博士論文口試
委員都是台灣電機資訊界的
重量級人士，其中當時擔任
1996 第一屆龍騰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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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看好吳家麟的潛力，將已與大同簽約的他挖角到台大，大同教務長以「即
使賠錢也該去台大」的寬大心胸鼓勵吳家麟，才讓他得以一路在頂尖學府大
展長才。至今，吳家麟每天仍花費 14 到 16 小時在教學、研究與學生的心理諮
商上，以身作則、努力不輟。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的設立對從事科技研發工作者而言，除了政府的支持，來
自業界的鼓勵更是彌足珍貴。由於東元獎歷屆評審過程之嚴謹，建立
的聲望已成為學術界積極追求的榮譽指標。以下謹以個人因研發過程
的感觸，而對東元獎的期待：
數位內容是一個橫跨科技、人文、藝術、管理
及應用等不同層面的研究領域。個人從事該領域研究
中，常有機會與人文藝術領域的工作者相互交流。在
雙方互動過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因為國內現行之績效
評估指標太迷信數字，造成資源分配較偏重科技。
人文藝術領域工作者，雖不致因此而改志，但在「難
為無米之炊」現實環境下，熱情自然冷卻不少。欣見
「東元獎」已設有人文類獎項，對促進科技與人文的

成果發表會向來賓解說研究成果

整合將有莫大的助益。然而，僅有人文與科技尚不易達到「東元獎」設
置宗旨中所揭諸的理想─前瞻且具有人文關懷之進步社會，若要達到
前述目標，深入的行為分析及令人感動的介面設計都是不可或缺的要
素。換言之，一個跨領域合作團隊的共同投入與創新研發，才能激發
更活絡的產業研發效益。
個人淺見，
「東元獎」在未來是否也可考慮增加
(1) 對跨領域研究人員的鼓勵
(2) 授獎人除個人外也可是傑出團隊。

成就歷程
吳教授於 1986 年由大同工學院（現今之大同大學）取得電機博士學位（指
導教授為貝蘇章教授與林登彬教授）。在大同工學
院電機系擔任一年副教授後即應聘至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系擔任副教授一職，1990 年 8 月升等為正
教授。1996 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建校時，吳教授受
邀協助創立該校資訊工程系，於 1998 年 7 月歸建。
吳教授與數位台大資工系同仁於 1991 年初所
創立的「通訊與多媒體實驗室」，不僅是國內成立
最早，規模最大（目前碩博士班學生總數超過 100
名），成果最豐碩的研究實驗室。因其研究成果突

2009 年多媒體成果發表會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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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多媒體研究重鎮之一。由於該實驗室在學術研究及產
學合作方面均有卓越的表現，台大資訊系於 2000 年 5 月起便委請吳教授負責
策劃「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簡稱網媒所），經過 4 年的規劃，台大網媒
所於 2004 年 8 月起正式招生，吳教授也被任命為第一任之網媒所所長。2006
年 11 月，吳教授獲聘為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
2008 年 1 月，由於吳教授在數位影音與視訊上的分析、編碼、數位浮水
印以及智財權管理方面的貢獻，獲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IEEE
Fellow）。2008 年 11 月，吳教授因其卓越表現獲其母校大同大學頒發「傑出校
友獎」。2009 年吳教授與其所屬的臺灣大學通訊與多媒體研究室獲頒我國資
訊領的最高榮譽─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資訊獎章」。

具體貢獻事蹟
吳教授的研究領域按投入時間的先後次序大致可分為：視訊壓縮技術、
數位浮水印技術及數位內容分析等三階段：
■

視訊壓縮技術
視訊壓縮技術領域是吳教授投入最早，培育博士級人才及對產學合作貢獻
最多的領域。值得一提的是，1998 年 8 月至 1999 年 7 月，吳教授利用其特
休時間轉至上市公司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技術總監，在這一年當中
參了許多著名音訊與視訊工具軟體的開發工作，例如佔全世界電腦 DVD
播放軟體市場三分之一的 PowerDVD 等。

■

數位浮水印技術
數位浮水印技術領域是吳教授在國際知名度最高的研究領域。吳教授與
其學生首先提出以「視覺可辨識圖形」做為浮水印的觀念及優點並發展出
全球第一套相關之不可見浮水印技術（發表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Jan 1999）此文在學術界的迴響很大，目前在 Google Scholar

上被引用的次數已超過 500 次，吳教授因此獲得 ISI 公司為獎勵 1991 年至
2000 年台灣「高被引用」學術論文而設立之「台灣經典引文獎」。
■

數位內容分析
數位內容分析係吳教授在協助國內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時深感國內電機資訊
領域畢業生大多欠缺創意與美
學部分的訓練與修養而新投入
的研發領域，雖然投入時間不
長，但已有相當亮眼的成果產
出：例如，吳教授與其學生在
2006 年提出「Tiling Slideshow」
系統（發表於多媒體領域最權
威的國際會議 ACM Multimedia

與經濟部技術處參訪東京大學產學連攜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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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全新觀賞照片的經驗，獲選為當年度最佳技術論文。這是我國多媒
體相關研究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頂尖國際會議上贏得大獎。
吳教授已發表超過 300 篇國際期刊與會議論文 ( 詳細著作
目錄，請參見：http://www.cmlab.csie.ntu.edu.tw/cml/dsp/
prof-wu/publication.htm)，曾先後於 1998，2000 及 2004
年三次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8 年獲得國科會傑
出學者研究獎。
吳教授另一項突出的貢獻是在產學合作的推行方面，
自國科會於 1992 年推出產學合作計畫以來，吳教授
和其團隊已連續 16 年參與執行國科會產學合作計

新科得獎
人初次在
博

畫，不但為國內培育了許多多媒體領域的高級人

士農場種
菜

才，該團隊在產學合作項下為台大所爭取的研究經費已超過新台幣一億
元。這也可以說明為何吳教授早在 1993 年即獲頒「傑出資訊人才獎」，
1996 年獲選為第一屆「龍騰十傑」，更於 1998 年獲頒教育部「產學合作績效
優良獎」，2005 年再獲頒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2008
年 8 月起，吳教授應臺灣大學電資學院資訊學群指派擔任產學合作推動辦
公室負責人，持續推動產學合作工作。

研究或創作展望
■

視訊壓縮技術方面
1. 充分掌握視訊壓縮標準之發展及各種計算平台之演進，開發適合各種不
同應用之視訊壓縮技術。
2. 持續鑽研資訊理論研發前瞻應用，如 3D-TV，所需之視訊壓縮方法。

■

數位浮水印技術方面
1. 拓展數位浮水印相關技術，使其除智財權保護外能有更具新穎性之用與
相關方法。例如，有助國家情報工作的祕密通訊技術。
2. 為確保資料的隱密性，將研發加密領域（Encrypted-domain）之各種資訊
處理技術及其相關應用。

■

數位內容分析方面
持續激發學生的創意，開創令人驚豔的數位
內容體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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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ank Professor Soo-Chang Pei, a friend and a teacher. Without his dedicated
and selﬁsh-less mentoring, I could not have understood that
“we are all standing on shoulders of giants”. I want to thank
Professor Lin-Shan Lee. Without his early recognition of my
ability, I could not have come into NTU. I want to thank all
members of CML lab. Without their support and trust, I could
not be able to keep up my research passion. Of course, I want
to thank the“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and all award
2006 擔任網媒所所長與新聘教師合影於 Santa
Babara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ir recognition of my achievements.
Upon hearing about this award, my ﬁrst thought was to give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the above-mentioned people who have made a great difference in my life.
In addition to the sense of honor and recognition from winning the TECO
Technology award, I also hav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my effort in
educating the next-generation compute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for our country.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TECO award brings about industry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to
technologists. This industry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
is especially appreciated. Since the TECO award has a respectable history of
recognizing highly accomplished technologists, it has become a highly soughtafter award in academics. Below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thoughts as well as
expectations for the TECO award.
Digital content is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covering technology,
humans, arts, management, etc. Based on my experiences in collaborat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researchers in the humans and arts disciplines, I deeply felt
that our domestic evaluation criteria was overly quantitative (i.e., counting
publication numbers). As a result, resources are often allocated to technologybased disciplines but not humans and arts disciplines. This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discourages researchers in the humans and arts disciplines. Although
lack of resources does not cause them to abandoning their research area, this
reduces their work passion.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TECO awards include an
award for humans and arts. This will greatly beneﬁt and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s. However, to reach
the grand vision of the TECO
awards – an advanced society
with human and artistic
endeavors require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s and emotional
多媒體實驗室 15 週年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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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design. In other words, I believe that an integra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 is essential in bringing
successful results from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herefore, my humble suggestion
for TECO is to consider introducing additional awards that can promote (1)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ers and (2) excellent team work.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Wu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at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w Tatung University) in 1986, under Professor
Soo-Chang Pei and Professor Teng-Pin Lin. After completing his Ph.D., he
was appointe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at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fter one year at Tat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becam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In August 1990, he
wa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at NTU. During the founding year of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in 1996, Professor Wu contributed to the planning and founding of
its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Professor Wu has
re-started his service at NTU since 1998.
Professor Wu was one of the key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Laboratory
(CML) at NTU in 1991. Not only is CML the earliest
and largest multimedia research lab in Taiwan (currently
with over 100 Master and Ph.D. students), it has made the
greatest research contributions in multimedia research in
Taiwan. Due to its research excellence, CML has gained
2008 於德國 Hannover 參加 ICME 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key multimedia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world. Also due to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academic-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fessor Wu was ask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t NTU
to plan for the new Institute of Networking and Multimedia (INM) in May 2000.
After four years of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NTU INM ofﬁcially started to admit
graduate students in July 2004. At the same time, Professor Wu became the ﬁrst
Chairperson of NTU INM. In November 2006, Professor Wu was promoted to the
Lifetim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NTU.
In January 2008, Professor Wu received the prestigious IEEE Fellow
award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image and video analysis, coding, digital
watermarking, and rights management. In November 2008, Professor Wu received
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from Tatung University for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2009, Professor Wu and the CML lab received the highest award
in computer science in Taiwan – the IICM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 Computing
Machinery)“Computer Science Award”.
與恩師吳國威教授於暨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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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 Wu’s research focuses are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also
according to time ordering): image compression, digital watermarking, and digital
content analysis.
■

Image Compression
Image compression was Prof. Wu’s earliest research focus. It has also been
the area where the most signiﬁcant contributions were made in the number of
supervised Ph.D. studen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academic-industry
collaboration. Particularly noted that Professor Wu, during his sabbatical leave
(1998/8 – 1999/7) from NTU, took up the CTO position of CyberLink Corp.
During this time, he led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world-renown multimedia
software such as“PowerDVD”that currently holds 1/3 of the global market
share in software DVD players.

■

Digital Watermarking

Digital watermarking was Prof. Wu’s foremost research area receiving the
greates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Prof. Wu and his students were the first
i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visually recognizable patterns”for digital
watermarking. From this concept came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invisible
watermarking technology, which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IEEE Transaction on
Image Processing, Jan. 1999. This paper
made vast impact in academics with over
500 citations on Google scholar. Prof. Wu
received the ISI award for Taiwan highly
cited papers (1991-2000) and the“2000
Best Paper Citation Award of Taiwan”.
1997 獲教育部大專教師與產學合作研發績效卓著獎
■

Digital Content Analysis

Digital content analysis was Professor Wu’s recent research area. He moved
into this area from collaboration with Taiwan’s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and
learning most gradua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lack
creativity and artistic backgrounds. His recent effort has produced some
outstanding results. For examples, Prof. Wu and his students developed the
“Tiling Slideshow”system which provides a novel experience for users to
browse digital photos.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at the ACM Multimedia
conference (the most selective conference in multimedia) in 2006 and received
the Best Paper award at the conference.
Professor Wu has published over 300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
papers (http://www.cmlab.csie.ntu.edu.tw/cml/dsp/prof-wu/publication.
htm). He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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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Council (NSC) three times in 1998, 2000 and 2004. He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Scholar award from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SC) in 2008.
Professor Wu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pushing for stronger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Since NSC started the calling for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projects in 1992, Professor Wu and his team have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d in NSC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projects
for over 16 years. Results from the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projects
have not only produced many talented
graduates in multimedia but also secured
over NT 100 million research funding
for NTU. Such achievements presented
2008 與李琳山院長等資工系同仁合影
Professor Wu with the“Outstanding
Computer Science Scholar”award in 1993, the“Long-Term Outstanding
Researcher”award in 1996, the“Outstanding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Result”award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98, and the“Outstand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award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2005. Since August 2008, Professor Wu has been appointed the
Director of the ofﬁce of the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Promotion and
continued his effort for promoting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

Video/Audio Compression Technology
• Track new video/audio compression standards. Research and develop
advanced multimedia compression technology suitable for the new and everimproving computing platforms.
• Research advanced information theory and develop potential novel
applications, such as video/audio compression techniques for 3D-TV.

■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ology
• Develop digital watermarking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Research new
applications for digital watermarking outside of its traditional use
in copyright protection, e.g., secure communication for sharing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 Researc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the encrypted domain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protecting highly secured information.

■

Digital Content Analysis
• Continue to promote students’ creativity. Inspire
student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novel user experience
in digital content.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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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豐 志

先生
FENG-CHIH CHANG

69 歲（1941 年 9 月）

r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 學士
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U.S.A）化學碩士
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U.S.A）化學博士

r 曾 任：
美國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研究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客座專家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 院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分子學門 召集人

相信自己也信任別人

r 現 任：
國立交通大學 講座教授

評審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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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感言
東元獎提供國內學者一項極高
榮譽獎項，對學者努力成果給予肯
定。除了頒獎外，又成立「東元獎
得獎人聯誼會」每年舉辦活動，是
很有意義的規劃。我十分感謝本屆
評審委員給我機會得到此殊譽，鼓
勵我在今後研究上須更加努力以期
能更上一層。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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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高分子研究攀登國際卓越，促進材料工業
生活用品舉凡塑膠、橡膠、纖維、塗料、黏合劑，都屬於高分子材料，
但不同成分的高分子是很難相容的，張豐志教授從基礎學理著手，率先提出
大幅增加高分子反應型相容性的方法，使工業界可運
用他提出的學理發展新型工程塑膠，每年因此增加數
以億計的產值，而他領導的「高分子領域」研究團隊，
已在國際上成為「高分子間作用力」領域三大主要卓越
團隊之首。

當年謀職困難，如今指導學生超搶手
高分子在化工業應用廣泛，張豐志指導的學生畢
業後，就有台塑、南亞等大廠排隊搶著要人，連介紹
信都不用寫。「比起我當年差點找不到工作，真是不可
1967 年 UH 實驗室
同日而語。」張豐志回憶，當年大學聯考競爭激烈，
他考上台大化工的成績，差兩分就能進台大電機系、差四分便可進台大土木
系。1960 年代初期台灣還沒什麼工業，化工畢業生就業很困難，高達八、九
成的同學都出國繼續深造，退伍的他也在當完台大化學系助教一年後跟進。
「當年我念書時台大化工系只有一位老教授兼系主任有博士學位，對未來
還很迷惘的我只想先拿到博士學位再說。」張豐志表示，他申請到美國休士
頓大學念無機化學，博士頭銜一到手卻遇到 1970 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美國
面臨戰後第一次經濟大蕭條，滿街都是被裁員的工程師，甚至連「博士後研
究」的缺都找不到。為了讓「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能錄取
自己，張豐志應徵時根本不敢說自己是無機化學博士，甘願屈就大學畢業生
的職位與薪水，等經濟情勢穩定後才敢坦承不諱，以博士身分進階研究員。

太太鼓勵回國，獨身在台當 7-7-11 教授
張豐志在陶氏化學一待就是 16 年，絕大部分都在作化工領域的產品研
究，最後三年才在公司調整職位的機會下，接觸到高分子相關領域研究，從
此跟這門學問結下不解之緣，並靠自修苦讀，
成為不輸給高分子系所本科畢業的專家。1987
年台灣工業界觸媒中心要開發聚碳酸脂（PC）遇
到瓶頸，想找位對 PC 有經驗的專家回國協助，
透過清大馬振基教授（第十五屆東元獎得主）利
用赴美開會順便延攬，張豐志考量「未來職位不
便與服務公司有利益衝突問題」，希望國內代為
安排教職，再至產業界擔任顧問。
「在美國工作很穩定又已經 46 歲的我，本
來對回國一事沒想太多，只是想對方幫我買機票就回來看看，結果到交大跟
郭南宏校長談，才發現他是我五哥的台大電機系同班同學，越聊越投機，他
便大力勸說我回台接任交大應用化學所的所長，而且兩週內就要決定。」張豐
志說，從台灣回到美國跟太太商量此事，他輾轉難眠了一週，天秤的一邊是
2004 年行政院科技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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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孩子才在讀小學和初中、台灣的薪水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另一邊則是
從產業界轉學術界回台服務的最後一次機會，最後終於在太太說「孩子有我
照顧，萬一在台灣做不好，回來我會養你」的貼心鼓勵下，獨身回台。
當時交大應化所教授人數雖不多但卻內鬥很嚴重，研究風氣則嫌散漫，
為了以身作則，張豐志每週七天、早上七點就到學校、晚上十一點以後才離
開，被暱稱為「7-7-11 教授」，太太得知後則跟他說：「乾脆把床搬到實驗室算
了！」張豐志強調：「我希望自己能起帶頭作用，效果還真是不錯，五年後整
個所就很上軌道了。」

充分信任與授權，讓學生發揮最大潛力
張豐志收研究生有個最大特色：「別的教授都不要的學生，我最喜歡
收。」他認為，教育家的理念就是要給學生機會，學生在走投無路下突然看到
你給的機會，反而會更珍惜。「事實證明，這些曾被別的教授踢出來的學生，
後來平均表現真的比一般學生還好。16 年前有個這樣的學生跟我修習碩士學
位，現在已經是中國最大八吋晶圓廠的廠長，
今年九月初我到上海開會，他還特地開了幾個
小時的車來看我，並幫我提早過驚喜生日。」
曾在產業界任職多年的張豐志，從公司主
管身上學到企業化管理，對實驗室採取「分層
負責制」，培植一個「大師兄」和兩、三個「小組
長」，隨後以充分信任和授權的態度，將其他
研究生交給他們負責帶領，遇到大問題才來找
老師商量。張豐志 20 多年來從沒狠罵過學生，
1997 年第二屆兩岸高分子交流於北大
學生提出任何創新想法，他都鼓勵學生去試試
看。「科技變化很快，老師就是要找資源讓有想像力的年輕人放手去衝！」
只要努力作得好，跟隨張豐志作研究從大學直升博士班最快四年就可以
畢業。被視為高分子及超分子材料界明日之星的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系
助理教授郭紹偉，之前便是張豐志旗下實驗室的大師兄，30 歲出頭就已有超
過 120 篇論文掛著他的名字，且他大學畢業後跟張豐志做研究，到取得博士
只花不到三年時間，締造非常難得的紀錄。張豐志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質量
均優，以美國空軍十年前研發出的最小無機含矽單體「POSS」為例，以此製
造的高分子複材被視為最具發展潛力的奈米複材，預計是下一代光電材料的
主力，而最近六、七年間此領域的國際期刊論文，將近 7% 都出自張豐志團
隊，數量在同領域團隊位居榜首。

自掏腰包 20 萬，在生日宴發獎金
張豐志的啟發式教學，讓年輕人有盡情發揮想像力的自由空間，培養出
很多信心和自主性極強的人才，分別服務於國內產學研界。現任大師兄嚴英
傑說，張老師沒有一般教授的架子，跟學生就像朋友，看到任何新奇發展就
會立刻跟學生分享，總是鼓勵學生多方嘗試，即使嘗試錯誤也是寶貴經驗。
為提升學生國際交流能力，張豐志多年來一直出資聘請美加籍英文會話
老師，每週到校教他的學生英語會話，最近幾年才改為補助學生到坊間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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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上課。張豐志跟學生建立的深厚情誼，讓學生幫
他辦的生日宴一年比一年盛大，最近三年為鼓勵處在低
迷經濟情勢的研究生，張豐志年年自掏腰包，按照過去
一年的研究表現，在生日宴一一發放紅包獎金，今年發
出總額高達 20 萬元。比起在一流期刊發表的多篇論文
和多項專利，看到他指導的碩博士生在學術界和產業界
開枝散葉，才是張豐志自認最大的成就。
第一次出席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

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望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舉辦的「東元獎」與「東元獎得獎人聯
誼會」將永久辦下去。獎金也能適度提升。因得獎者大多是已有成就的
LKK，期望能增設青年獎以鼓勵年紀四十以下年青學者。

成就歷程
一般人對一位教授的成就度大多以他在專業研究成果來評斷，如發表
多少期刊論文、得過多少學術榮譽獎…等。以本人目前研究成果加上己獲得
各種學術獎項在常人眼裡確實也算是有相當成就，然而本人自認為有成就之
處在於利用啟發式教導學生自動自發進而發揮最大潛能。甚多我指導出的學
生原本相當平凡，一旦他們經由啟發後充滿自信及想像力而做成傑出研究成
果。多年經驗讓我體會到年青人天生具有的潛力，若能有效去啟發他們的潛
力這才是最成功的教育。讓整個研究團隊像個大家庭，互相合作也互相競
爭。利用這套管理模式似乎每位學生（尤其
是博士生）全都努力於創新研究工作而達成
高水平成果。我要求博士生必須自己撰寫英
文論文，對於他們是一種訓練對我也輕鬆
些。發展出一套有愛心有人性化指導學生的
方法是因，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成就並獲得眾
多學術獎是果。二十多年來指導出約百位碩
博士生服務於社會，才是我認為最大成就。
2005 年第九屆國家講座

具體貢獻事蹟
■

人才栽培
二十年來培育出近百位碩博士畢業生（其中約有 40 位博士）服務於產學研
各界，表現均十分傑出。有七位任教於國內大專院校，二十位博士任職於
工研院材化所。

■

研究成果
因研究領域甚廣，列舉三項如下：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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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分子反應型增容摻合研究：
大部分不同高分子間是不相容的，因而導致其摻合物性能不佳，為提
昇高分子間的相容性，加入增容劑為解決之道。多年來研究利用環氧
官能基作為反應摻合增容方面為目前國際權威，進一步提出利用偶合
劑作為反應型增容劑為國際首創，效能甚佳，廣為國際學術界與產業
界採用。
(B) POSS 奈米 Organic/Inorganic Hybrids：
POSS 是美國空軍約十年前研發出的最小無機含矽單體，直徑在
2-3nm，依此製得的高分子複材擁有「最小」無機顆粒與最佳效果。在
台灣，我們不僅合成了帶各種官能基的 POSS 單體，也利用這些單體聚
合出多種 POSS/Polymer 奈米複材。這是最先進也是最具潛力的未來奈
米複材，將可在光電材料上應用。在最近六七年期間在此領域發表過
約 6% 國際期刊論文也受邀撰寫複米複
材專書的 reviewing chapter。張豐志教
授研究團隊目前在此領域研究成果應
是領先於國際。
(C) 高分子間作用力研究：

2008 年實驗室大家族合照

■

高分子間作用力研究著重在高分子間
相互作用力與相容性之關係，為高分
子重要領域之一。在此領域，張豐志
教授研究群有甚為深入的研究，特別
在於利用氫鍵的形成，並且首先提出一基礎原理「在相容高分子摻合系
統中，若採用相對共聚物相較於單純摻合會有更強的相容性，而導致
更高的玻璃轉移溫度。」運用此一基礎原理可發展出一系列高玻璃轉移
溫度的工程塑膠。更進一步開發出高 Tg 之 PMMA 光學材用應用於可射
出級 LED 材料，張豐志教授研究群為目前國際間此領域的三大研究群
之一。

研究成果獎項：
• 1985：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Dow Chemical Company USA
• 199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分子優等獎（連續三次）
• 199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高分子傑出獎（連續三次）
• 200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
• 2003：教育部第四十七屆學術獎工程及應用科學類
• 2003：侯金堆材料科學領域傑出榮譽獎
• 2004：行政院九十三年傑出科技榮譽獎
• 2005：教育部第九屆國家講座
• 2007：國科會九十六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 2008：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九十七年度終身成就獎
• 2009：教育部第十三屆國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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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創作展望
藉由互補性核甘酸鹼基對作用力製備超分子型高分子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Formed Through Complementary NucleobasePair Interactions:
生物體中的 DNA 或 RNA 之分子自組裝（self-assemble）行為是自然界特
殊之物理特性，近年來我們一直著重在此領域的發展，探索操控奈米生物
分子自組裝的型態。從我們研究的上的發現，無庸置疑的「探索自然，學習
自然」，儼然成為下世代的研究主軸。現今唯有徹底探討生物體之間有序排
列的機制，才能有助於現今 Bottom Up 奈米技術的突破及成長。杜邦工程師
Dr.Carothers 發表縮合聚合理論至今己 78 年，超分子科學與縮合聚合理論結合
極有可能是建立下一世代的新高分子材料。藉由近年來本實驗室在生物互補
性氫鍵作用力的基礎，我們也發展出一個生物
自身互補型六點氫健作用力的官能基，力常數
（association constant，Ka）超過 10-7 M-1，互補
性作用力幾乎不受溫度變化而影響，一個高 Ka
且易控制的作用力官能基，我們正積極開發在
不同高分子上，操控高分子的特性，極探索非
共價聚合（non-covalent polymerization）的基礎
2000 年實驗室出遊
理論，和下一世代材料與技術的接軌。

Acknowledgements
TECO Award provides local scholars with honorable reward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Specially worthy to men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TECO Membership
Association to provide annual activity and let all TECO members have opportunity
to know each others.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year evaluation committee granting
me this award to encourage myself to work even harder to achieve higher
accomplishment.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1) The TECO Award and the Membership Associate activity will continue forever.
(2) The scale of the TECO award is recommended to properly raise.
(3) A young scholar TECO award is recommended to those with age below 40.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awards are usually employed to evaluat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 professor. I have been recognized to possess certain
accomplishments based on my prior publications and numerous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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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s. However, I feel that my main achievement in my academic career is to
direct students developing their own inherent and potential talent. Many of my
students were considered average talent but turned out to be excellent in research
performance. My experience convinces me that every young student has his own
inherent talent that he may not realize himself, as a professor, my most important
role is to encourage and guide him to be confident, believe in himself, in all
aspects. This approach has been the reason why they can perform so well with
numerous new ideas and result in excellent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thus I am
able to gain so many academic awards, Those student graduated with such training
are all well-prepared for their future jobs and this is what I consider as my best
achievement.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Hi-Tech Personnel Training
Approximately 100 students graduated under my supervising during past 20
years and have performed well in many areas. Seven are currently teaching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About 20 Ph.D graduates are working for itri.
■

I have very broad research areas, here
I list three major accomplishments:

(A) Reactive Compatibilization of Polymers：

2008 年聖誕晚宴

I have been a well known scholar in the area
of reactive compatiblized polyblends since
mid-90s. I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coupling
type reactive compatibilizer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academy and industry.
(B) POSS Organic/Inorganic Hybrids：
POSS moiety is the smallest silicon-containing inorganic cubic particle
which was developed in 90s by US Air force with dimension of 2-3nm.
Polymer/POSS nanocomposites result in unusual property improvements
in essentially all areas of applications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 during last few years. We have extensively involved in this field
and published nearly 50 related journal articles and have contributed
approximately 10% of papers in the world during last 10 years.
(C) Polymer-Polymer Interactions through Hydrogen Bonding：
We are currently probably the most active research team in the world in
this important area. We have published about 70 journal article (about 20
in Macromolecules, the highest ranking in polymer sc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fundamental studies, we extend its applications in LED applic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has transferred to a local company to be used as injection
molding type LED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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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s:
• 1985：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Dow Chemical Company, Texas, USA.
• 1992：Polymer Excellent Research Award 3 tim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1995：Polymer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3
tim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2001：Special Researcher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2003：47th Scholarship Excellence Award,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3：Outstanding Honorary Award of Ho C.T,
Ho C.T. Education Foundation.
• 2004：Outstanding Achivement Awar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ecutive Yuan.

1972 年
博士畢業
典禮

• 2005：9th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07：Excellent Special Researcher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2008：Life Achievement Award, Polymer Society, Taipei
• 2009：PRC Professor Hsin-Der Fong Best Paper Award
• 2009：13th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ship,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Formed Through Complementary
Nucleobase-Pair Interactions:
Bio-complementary Polymers: This is currently one the hottest field in
the world academic community to combine polymer and bio-science involving
multiple hydrogen bonding interaction, numerous world famous research groups
are involved. We entered this ﬁeld relatively late, only recently, after accumulating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onventional polymer hydrogen bonding interaction. All
agree that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develop polymer-like (in term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materials through bio-complemental interactions from relative small
molecules or oligomers. The key in this ﬁeld is to develop high effective multiple
bio-like functional groups to possess high Ka value. Currently I have placed my
greatest effort in this chanllenging
ﬁeld and we have developed a system
possessing polymer-like properties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literature
yet) and a unique multiple functional
system possessing extreme high Ka
value, higher than current literature
have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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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淑 美

SU-MAY YU

女士
57 歲（1952 年 11 月）

r 學 歷：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羅撤斯特大學、康乃爾大學 博士後研究
美國阿肯色大學植物病理學 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 學士、碩士

r 曾 任：
農業生技國家型計畫「功能性基因體在生技產業之前瞻性
研發」之規劃兼召集人
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中心 執行長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研究員
美國康乃爾大學生化、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系 研究員

r 現 任：

努力必有收穫
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院及國防、陽明、台灣、中央、
中興、成功大學 兼任教授
能源國家型計畫「生質能源」之規劃兼召集人

評審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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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大型之水稻突變種原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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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感言
謝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獲此殊榮。
「東元
獎」對努力耕耘傑出科學家的鼓勵，及對社會公益的熱心，讓我深
感敬佩。
我很幸運，一生受到許多長輩及師友協助與鼓勵。父母省吃儉
用提供我就學的機會及尊重我人生的規劃；多位恩師引導我人生的
方向；先生支持我在科學研究上的努力；兒女
讓我放心地投入研究；中研院提供我最好的研
究環境；研究團隊協助我克服困難，共同創造
豐碩的研究成果。真的，有好多人要感謝。
雖然研究工作很辛苦，必須全力投入與犧
牲許多休閒，但是責任感支撐我的毅力，理想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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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突破水稻基因轉殖瓶頸，草創基因突變種原庫
地球上最重要的榖物「水稻、玉米、小麥」都
是單子葉植物，為改進這些穀物的品質與產量、以
因應未來全球將面臨的糧食危機，各國競相破解它
們基因的奧祕，但卻一直難以進行便宜又快速的基
因轉殖。余淑美領導的研究團隊在 16 年前率全球
之先，將普遍存在於土壤中、幾乎不需成本、過
去卻只能用在雙子葉植物（例如煙草、蕃茄、牽牛
花）基因轉殖的「農桿菌」，成功運用於水稻基因轉
殖，為穀類基因研究立下關鍵里程碑，並廣為各國
應用，對人類以生物科技改良榖物品種影響深遠。

2006 年水稻基因突變種原庫成立向李遠哲院長解說

余淑美指出：「作研究講究邏輯性，只要確定方向，掌握好每個變因，小
心操作每個步驟，耐心解決每個問題，實驗自然就做得出來。有些學生作不
出實驗會怪運氣差，其實問題都出在自己在實驗過程中掌控不足。」就是秉持
這種理念，從成功利用農桿菌轉殖水稻基因發展生物科技，到發現糖調控水
稻基因表現及生長分子機制的基礎研究，余淑美細心及耐心地指導學生，也
因此能夠不斷地突破困難而創造驚喜與高水準學術成果。她指導學生的原則
就是引導他們對研究有興趣，進而願意自動自發地投入努力。

童年肩負持家重任，用功證明自己
在台中縣外埔鄉出生的余淑美，具備客家人認真負責、勤儉刻苦的典型
個性。因母親患有嚴重氣喘，父親又在外地工作，身為長女的余淑美在東勢
讀小學時就包辦絕大部分家事，打點全家生活、照顧三個年幼的妹妹，還多
次為了母親半夜突發的氣喘，摸黑快速衝過放有棺材的小巷，急敲醫生家門
求救。年僅九歲時，母親幾度將余淑美叫到床前交代後事，讓她童年飽受驚
恐，天佑母親最後熬過危機留下來陪著孩子們成長。
世代務農的祖父母重男輕女，余淑美對長輩視女孩子為「賠錢貨、小學
畢業就該去工作賺錢」的質疑，益加用功求表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終
成為全家族第一個讀大學的榮耀。「還好父親對孩子教育的重視不分男女，鼓
勵我不要放棄讀北一女的機會、以及後續唸中興大學植病系為未來事業打基
礎，也才有今天能投入研究工作的我。」

文武雙全，一路貴人相助
大學時期的余淑美可謂文武雙全，繪
畫、彈琵琶、學柔道、打球和參加校內田徑
賽樣樣都來，囊括許多獎牌。畢業後留在中
興大學植病所念碩士，同時擔任孫守恭教授
的助教，習得治學嚴謹認真的精神，讓余淑
美深覺一輩子受用，也自此一路有貴人相
助。赴美攻讀植病博士學位後，在紐約冷泉

在無菌台操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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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實驗室和羅徹斯特大學，分別蒙 Dellaporta 博士和
Gorovsky 教授傳授分子生物學技術，「當時我對日
漸熱門的分子生物學全然外行，他們卻不嫌棄且對
我傾囊相授，也讓我更珍惜學習的機會。」
其後余淑美在康乃爾大學跟隨在水稻基因研
究享譽國際的吳瑞院士作研究，別人花三年都做
不出來的題目，她一個月就完成了，自此開啟
她在水稻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生涯，終成為台灣
世界院士
當選第三
2005 年

在此領域的代表學者，也在國際間享有盛譽。
余淑美感懷地說，吳瑞院士謙沖認真的治學、為學生設

想周到的個性，及他深具博愛的研究精神，一心只想增加水稻的抗逆境能力
和產量來造福貧窮國家，都讓她見賢思齊。

心繫故鄉，回台貢獻所長
1988 年底余淑美與夫婿趙裕展教授應中研院分生所之聘舉家回台灣，
「我們夫婦都想為故鄉盡心盡力作點事，趁還沒在國外買房子、兩個孩子還沒
開始上學、無牽無掛趕緊回來。」在中研院任職 20 載，余淑美的研究主題離
不開她心目中「可愛又堅強的水稻」：「沒有一種作物是可以長期浸在水裡成
長的，只有水稻可以，其實水稻也不喜歡浸水，但它們對浸水的耐受力遠大
於其他雜草，水田環境就能避免其他植物來搶地盤。」
農村出身的余淑美，無法忘懷水稻田的美麗與生機，還曾在遠流出版
的「我愛科學」裡向水稻告白說：「水稻呀水稻，我曾經為了撈你們身旁游來
游去的蝌蚪而掉入田中，也壓垮好幾棵你們的同伴。但是你們從不曾真正倒
下，過兩天又站了起來，因為你們有很強韌的生命力。但是我真擔心，你們
抗拒不了生存空間的逐漸壓縮而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建立基因突變種原庫，重振水稻研究
「稻米是全球一半人口主要的糧食，水稻又是全球研究植物基因體功能最
重要的模式作物，20 年前台灣的水稻研究曾名揚國際，育種及應用優勢卻在
政府保守政策和耕地銳減下日漸喪失，實在太可惜！」眼見各國大舉投入水
稻基因體功能研究、耗費鉅資建立水稻突變種原庫，國內卻遲未有人出面帶
領，余淑美毅然決定扛起重擔，說服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及副院長陳長謙支
持計畫所需經費和空間，整合中研院、農委會農試所、國家種原庫的人力資
源，運用農桿菌轉殖誘發突變的方式，
從 2003 年正式開始建置「台灣水稻基因
突變種原庫」，至今累計製造的突變水稻
高達 70,000 種，其中 50,000 個突變基因
的序列均已解碼，成為台灣及全球研究
水稻基因功能的寶庫。

2006 年分生所 20 週年慶與吳瑞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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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起步比其他國家晚三到五年，
余淑美領導團隊的努力已讓台灣後來居
上，在水稻突變種原庫的規模已成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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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三，僅次於中國與韓國，資料庫整合水準及突變種子的平均品質則公認
是全球最優。「剛開始進行這個計畫時，有不少人質疑用國外的資料庫不就好
了？但特殊的突變種會被發展國家藏私，種子和種苗進出口手續繁複、數量
也有限，若從研究跨到應用，智財權也會受制於外人。台灣自己有種原庫，
這些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種原庫草創時期，余淑美面臨「在台灣四處找錢還要跟國際拼命」的窘
境，心力時間耗損甚鉅，加上她堅持「為孩子準備三餐是忙於研究的媽媽最起
碼該盡的責任」，長期早起晚睡，壓力大經常頭痛，近期才靠運動紓緩改善。

盼生物科技給農業帶來春天
長期跟水稻研究搏感情，余淑美已找出二十多種讓水稻更擅長對抗自然
逆境、提高產量和縮短收成時程的功能基因，並研發從廢棄稻稈提煉生質能
源的科技，對因應未來全球糧食和能
源的危機均有助益。「只可惜農委會
一直未能通過基改作物的田間試驗審
核，一般民眾對基改食品也存有許多
誤解。事實上從 1996 年到 2008 年因
種植基改作物，全球農藥的使用量減
少了 20%，大幅降低對環境和人類健
康的傷害。」余淑美有許多研發成果
2006 年水稻基因突變種原庫成立記者會
只能技轉國外，對於一直無法應用於
國內改善農民的困境，讓她深覺遺憾。她強調，生物科技能為台灣農業帶來
新局面與希望，關鍵在於政府對農業永續發展有藍圖及必須打破僵化保守的
思考！

對東元獎的期望
水稻是我們的主食，對國家糧食安全的維持、生質能源的提供、
地下水源的涵養、生態環境的保護、及鄉村傳統文化的延續皆有非常
大的貢獻。但是多年來台灣栽種面積逐年減少，政府不重視水稻的研
究與多功能產業，傳統與高科技水稻研究人才面臨斷層，將無法因應
全球隨時可能發生的糧食危機。尤其台灣的糧食自主率僅約 30%，大
部分糧食供應必須依賴進口，因此價格及來源易受國際情勢波動之影
響。事實上，台灣有研究水稻良好的天時地利條件，但是嚴重欠
缺人才。政府應該積極支持水稻基礎與生物科技研究，期能不
斷注入活力與希望，開創台灣水稻研究與產業的新局面。
糧食、能源、環保及永續生態的問題將是這個世紀全球
最重要的議題，而農業對這些重要議題能做出重大貢獻。
希望藉由「東元獎」，讓政府及社會大眾瞭解及注意農業
的重要性。也希望「東元獎」發揮影響力，關懷台灣農業
的發展，共同為台灣農業的轉型及永續經營而努力。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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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余教授出生於台中縣的鄉下，內外祖父皆務農，自小即深深體會農夫與
大自然博鬥及辛勤耕作之勞苦，期望長大後，能對台灣農業有所貢獻。大學
與碩士就讀植物病理學，之後赴美深造。於獲得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後，深
感國內農業發展受限於耕地及市場規模，必須發展高科技，方能提升農業水
準與國際競爭力，因此致力學習植物分子生物學。
1989 年回國後，選擇具本土性且是全球
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水稻，作為研究材料，
探討糖訊息調控植物生長的分子機制，持續
20 年深入研究。至今已有甚多突破性發現，
成果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已獲 35 次邀請在
國際大型會議及國外研究機構演講，並獲得
許多國內外大獎。

與歷屆東元獎得獎人出席聯誼會活動

余教授同時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良水稻品種，發展許多創新生物科技。
為使台灣水稻基因體研究與國際接軌，余教授領導中研院與農業試驗所的團
隊，建立龐大的水稻突變種原庫及突變基因資料庫，顯著提升台灣水稻研究
在國際間之聲望。余教授視此為其對國家社會之最大回饋。

具體貢獻事蹟
■

全球第一個成功地以農桿菌轉殖水稻基因
農桿菌為最具效率、簡易、穩定及價格低廉的植物基因轉殖方法，曾經
被認為幾乎不可能應用於穀類作物（例如水稻、玉米、小麥等）。余博士
於 1993 年成功完成全球第一個利用農桿菌轉殖水稻基因，這個方法目前
已被各國廣為應用，對以基因工程方法改良水稻及其他穀類品種，有重要
貢獻。

■

領先國際研究糖調控水稻生長與發育的分子機制
糖是調控植物生長與發育重要的因子，但是分子機制不清楚。余博士持續
深入的研究，已對植物如何將糖的訊息傳遞至細胞內控制基因表現的分子
機制有甚多的瞭解。最近更鑑定出數個糖訊息傳遞途徑中重要的蛋白質調
控因子，及瞭解糖與賀爾蒙 GA 之間訊息交互作用而影響水稻生長的分子
機制。尤其發現控制水稻耐淹水的基因及分子機制，更具突破性，解開數
十年來所有穀類中只有水稻種子可在水中發芽及生長的秘密，對全球水稻
以淹水方式防治雜草，及促進其他作物耐淹水的育種有重大影響。
■

發展創新性技術，領導台灣農業生物科技國際化

余博士不但基礎研究非常傑出，而且有優異的能力將基礎
研究的成果轉換成生物科技應用。她已獲得 18 項國際專
利，而其中 11 項技術已轉移至國內、美國及歐洲之農業生
技公司（Monsanto, Dow AgroSciences 及 BASF 等）。她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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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分子農場生產醫藥及工業用途蛋白質、以及各種特殊啟動子進行植
物基因轉殖的技術上有許多創新的發明。近年來，余博士研發將造成環境
污染之水稻稈轉化為生質酒精的技術，期望創造出兼具環保的生物科技。
■

建立水稻突變種原庫及基因資料庫開放全球研究水稻基因功能
水稻為全球 50% 人口主要的糧食作物，在學術研究及農業生技上非常重
要。余博士早具國際眼光，領導研究團隊排除萬難，於 2003-2009 年間
完成一個龐大的水稻突變種原庫及基因資料庫。在各項重要指標上，領
先國際。這些重要的資源供全球學界使用，成為研究水稻基因功能珍貴
的材料，已獲得許多國外研究機構及國際農業生技大公司（如 BASF 及
Syngenta）邀請進行國際合作。陸續發現控制生長發育、產量、抗病蟲害
及抗逆境的基因，將可利用來進行水稻及穀類品種改良。最近，更獲得
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會的經費，研究如何增加水稻產量。

學術及應用研究深獲肯定，獲得國內外榮譽
•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次：1995-1996; 1997-1998; 1999-2000）
•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1996）
• 第八屆侯金堆生物組傑出榮譽獎（1998）
• 國科會技術移轉績優獎（2002）
• 國科會特約研究獎（2003-2007）
• 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2003）
• 教育部學術獎（2004）
• 國科會尖端計畫獎（2005-2010）
• 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05）
• 第 22th 屆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伊朗科學暨科技
研究組織（2009）

2009 年在伊朗領取花剌子模獎及世界工業與
科技研究組織頒發的最佳創意女科學家獎

• 最佳創意女科學家獎，世界工業與科技研究組織（2009）
• 傑出講座學者，國科會與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2009）

研究或創作展望
■

糖調控植物生長與產量分子機制的研究
瞭解糖訊息傳遞的分子機制，將可設計策略控制糧食作物的生長與產量。

■

水稻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利用水稻研究尋找可提高對病蟲害、淹水、乾旱、高鹽、高低溫耐受性的
基因，將可應用於水稻及其他穀類（玉米、小麥、大麥等）品種的改良。

■

農業廢棄物轉化為生質能源
全球許多農業廢棄物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利用生物科技可使其轉換為生質
能源，不但環保，並且提供永續能源。

與實驗室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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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Rice is our staple food, as well as essential for food security, biofuel source,
water preserva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agriculture has been
neglect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The acreage of cultivated rice farms has
declined in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well-trained
rice-related scientists have reduc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Consequently, Taiwan may not
be able to tackle the world food shortage crisis in the
future. Taiwan can provide only 30% of its own food,
with most food supplies relying on imports, indicating
介紹水稻突變種原庫的文章被 Thomas Science Watch 選為
that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and availability may
2006-2007 年植物及動物領域前 1% 被引用次數最多之快速
突破性文章
signiﬁcantly impact the food security in Taiwan. Our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support basic and applied rice research and transform
the conventional rice production into a biotechnology-based industry.
Food,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Agriculture would contribute to these subjects significantly.
Hopefully, through the publicity of the TECO Award,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would understan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the biotechnology-based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Taiwa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Dr. Yu was born in rural Taichung County, and her grandparents we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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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She witnessed how farmers had to work hard under unfavorable natur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duce enough foods, therefore,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farmers” has been set as a career goal since her childhood. Dr. Yu majored in plant
pathology, and received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in Taiwan and a Ph.D. degree
in US. She realized that with limited farmland, only advanced biotechnologies
woul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agriculture in Taiwan.
Consequently, she focused her research interests on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during her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three reputable labs in US.
Dr. Yu returned to Taiwan to establish her research
career in 1989, and chose to study rice, the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and worldwide crop, as her research
target. For the last 20 years, her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2003 年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ugar regulation on plant
growth. She has published many original and innovated papers in high impact
journals, been invited to deliver 35 semina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ceived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wards.
Dr. Yu has also developed many innovative biotechnologies to improve
function of r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aiwanese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to become a leader in the world, Dr. Yu led a research team to establish a large rice
mutant population and database that have been very useful for functional studies
of rice gene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Major Breakthrough in Agrobacterium-mediated Rice Transformation
Agrobacterium-mediated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preferred by plant biologists
for its advantages over other methods, but was unavailable for cereal crops
despite years of worldwide efforts. In 1993, Dr. Yu ﬁrst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rice transformation using Agrobacterium. This major breakthrough has forever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rice biotechnology, and led to the current worldwide
use of this technology in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through genetic engineering.

■

Leading Research in Mechanisms of
Sugar Regulation on Rice Growth
Sugars modulate nearly all fundamental process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life cycle of plants. Dr. Yu is
one of the leaders in discovering the role of sugars
in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and plant growth.
One recent major breakthrough is the discovery of
genes and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sugar and O2

與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會長羅仁權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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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ﬁciency response in rice. Her studie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how rice is
unique among cereals for being able to grow in ﬂoodwater for weed control.
■

Pioneering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Dr. Yu has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translating discoveries in basic
research into applications. She has been granted with 18
international patents, and 11 of them have been licensed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She developed many plant-based molecular farming
technologies for production of medical and industrial
proteins and enzymes, promoters for foreign gene
expression in transgenic plants, and technologies for
converting agricultural wastes, e.g., rice straws, into
renew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iofuel bioethanol.
振文院長

院黃
學弟農學
恭教授及

學孫守
與中興大

Establishment of Rice Mutant Library for
Worldwid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

Rice is the staple food of 5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Dr. Yu assembled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to establish a large rice mutant library during
2003-2009.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is genetic resource is the best among
similar mutant libraries in the world, has been open to the public, and serve as
a driving force in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worldwide. Dr. Yu’s efforts
have gai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s and resulted in extensive invitations
for seminar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cluding a grant from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for identiﬁcation of rice mutants with enhanced
photosynthesis efﬁciency.

Future Prosspects in Research
■

Mechanisms of sugar regulation on plant growth and yield
Deciphering the mechanism of sugar signaling in plants could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for increasing crop productivity through
biotechnology.

■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Function of gene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research
could be applied for conferring disease, insect, ﬂooding, drought,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stress tolerances to cereal crops.

■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e wastes into biofuel
Many agriculture wastes have caused serious pollution worldwide.
Biotechnologies could convert these wastes into biofuels, which not only
protect environments but also provide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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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類獎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社會標竿
高科技競速發展的時代
過度強調科技發展的意識及行動
模糊了「科技」應為人類服務的根本精神
人文精神的式微
成為科技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必須面對的議題

夏曉鵑 女士

設
獎

「東元科技獎」在基金會創會元年設立
第六年起在科技獎中增設「人文類獎」
倡導科技人文融合發展的觀念
並於第十一屆起更名為「東元獎」
積極倡議「科技」回歸造福人類福祉的目的
第十二屆起以主動遴選的方式
找出科技時代為人文社會而努力的標竿
希望帶動社會反思人文精神的發展
同時呼籲國人在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
也能深植人文內涵豐富人類生命的價值

緣
2009年的人文類獎項

起

以「新住民服務」為遴選領域

肯定致力於移民移工困境支援、社會融入、教育學習
以及刻板歧視觀念之扭轉…等社會服務
其行動具有促進政府積極制定法令政策
帶動各界關注新住民議題
並支持新住民與社會良性互動
且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者
越南籍的阮文雄先生及世新大學的夏曉鵑教授

阮文雄 先生

一位是陷入孤立無援的移工移民的正義伸張者
一位是提昇移工移民社會地位的觀念的拓荒者
兩位都是一雙雙如同樹皮般粗糙雙手的正義守護神
也是建構台灣公平正義社會的力行者
同時也是科技時代建構人文社會的重要標竿

得獎人介紹—人文類—阮文雄

阮 文 雄

先生
PETER NGUYEN

52 歲（1958 年 11 月）

r 學 歷：
Master of Theology, Sydney College of Divinity

r 曾 任：
天主教新竹教區聖家堂及啟智中心 主任
天主教新竹教區希望職工中心 主任

r 現 任：
天主教新竹教區八德聖母聖天堂本堂 神父
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主任

透過教育與干預
賦予弱勢群眾力量

法律扶助基金會 專委
族群和諧基金會 委員

評審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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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促進台灣建立
公平正義的社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響。

得獎感言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成立「東元獎」
，肯定與鼓勵本人的奉
獻，突顯基金會重視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弊病，揭露主
流媒體甚少報導的議題，追求社會進步的理念。
頒發「東元獎」，也代表
社會大眾肯定本人的奉獻，重
視新移民及移工議題。對於新
移民及移工，不可只是看成牟
利的工具，而應該以「人」的
角度審視，以建立更公平合理
神父與越南漁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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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消弭剝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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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心 採訪整理

為移工移民帶來希望和信心
「人來到這世界，是為了服務他人，不是被他人服務！」祖籍越南的阮文
雄神父，生於憂患，也長於憂患，好不容易神學院畢業晉鐸為神父，他歷經
各種服務及職務，最後依然選擇充滿憂患的越籍移工、移民人權奔走事務，
因而曾被誣陷「藉機斂財」，說他是「人權騙子」，甚至吃上官司，人身安全也
備受威脅……

成長 童年充滿憂患不安
個子不高、身材中等的阮文雄，出生於西貢東
北部的平綏省（Binh tuy）的一個捕漁人家。1979 年，
越南赤化 4 年後，21 歲的阮文雄，為了呼吸自由的空
氣，搭乘小船冒著生命危險逃出越南，在海上漂流了
36 小時，幸運的被挪威籍貨輪救起，送到日本聯合
國難民營安置。

參與聯合國於南非反人口販運

阮文雄原本打算向挪威申請難民庇護，後來聽從一位天主教聖高隆會神
父的建議，決定透過修會申請前往澳洲就讀神學院。「從小，我就嚮往當神
父！」幼時家境並不富裕的阮文雄，家族的長輩、五個姐妹和 2 位兄弟中，
並沒有任何人從事神職工作，但爸爸久病去逝後，阮文雄很早就跟著負擔全
家家計的媽媽信奉天主教。除了接受母親的信仰，阮文雄曾聽媽媽談及阿公
過去十分樂善好施，經常幫助不幸的人，內心充滿孺慕之情。阮文雄更十分
欽佩義大利阿西西城的聖方濟各教堂的助人義風，經常偷取家中的食物送給
窮人。
當時，越南內戰正如火如荼進行著，年輕的阮文雄，加入教會一個年
輕人的社團，經常探訪老人、貧窮、受傷的人，也時常目睹死亡和受傷的畫
面，心中忍不住浮現一個問號：「人出生在這世界，除了長大、成家、立業、
生病、死亡……，還有沒有另一種選擇？」
為了尋求更有意義的人生，阮文雄立志日後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心中也
隱隱浮現奉獻宗教的情懷。在日本難民營居住三年期間，阮文雄加入聖高隆
邦外方傳教會，並從事各種勞力工作，包括公路修理工、穴道挖掘工、鋼鐵
廠工人和挖墓工人，在心中埋下日後為外籍勞工爭取基本人權的種子。
「我們辛苦埋葬屍體，一天的工資，比
不上白種人教英文一小時的報酬。」阮文
雄對國籍、階級、語言、性別等隔閡造成
的不平等，懷有深刻體會，對努力工作還
被雇主責打、欺騙、欺侮、剝削薪資等情
事，更是內心難過得忿忿不平。
阮文雄順利獲得澳洲難民庇護後，在
雪梨神學院讀了九年書，期間，曾被派到

反奴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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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習兩年。之後回到雪梨繼續完成最後一年學業，1991 年正式晉鐸為神
父，並志願選擇到台灣傳教。
初次抵台時，阮文雄被派到新竹的客家莊從事多重障礙者的服務，只會
講英語、越語的他，花了一年多學中文，之後被派到一個智障中心，幫忙照
顧多重障礙的小朋友。阮文雄坦言，當時會選擇來台灣，是覺得「台灣需要
我，我也需要台灣」。阮文雄先被派去協助一位潘神父，每天在公園、地下
道、陰暗角落陪伴街頭遊民，三個月後，又到天主教修女會的關渡中途之家
幫忙照顧孤兒，半年後，他轉到中和遊民收容所幫忙。
大約有兩年多的時間，住在泰山的阮文雄，一周六天，每天早上先到輔
大上中文課，接著搭一個多小時的車經板橋轉車到中和，去幫遊民修指甲、
擦皮膚藥、處理傷口、陪他們洗澡、清潔居住環境，安撫遊民不安情緒，冬
天為他們加厚衣，陪他們去散步，有時也一起唱唱歌……，試著打開這些人
關閉已久的心門，也替他們爭取應有的福利和權益。「當時還沒有健保，所以
有時還得幫他們針炙！」
「這些工作雖然和神父的職務無關，也不
需要做彌撒，但我在這裡真的學習了很多，
除了必須重新學台語，更重要的，是我學到
真正的『服務精神』。」原來，長久以來，阮
文雄也不免懷疑自己：每天這樣早早出門，
半夜才到家，究竟有沒有意義？
有一天，當阮文雄滿身大汗趕到收容
所，在走過房舍前面時，發現遊民們很興奮
的拍著手，有些本來坐著的還刻意站起來，

反歧視遊行

臉上滿是期待的表情，阮文雄心裡突然醒
悟，知道自己的所做所為，的確能為弱勢的人帶來希望和信心，而這也正是
阮文雄追求的生活意義。
之後，阮文雄陸續在竹南的聖加啟智中心、中壢的希望職工中心、苗
栗南庄，服務來自泰國、菲律賓以及越南、印尼的教友，為他們各自成立社
團。2003 年，阮神父成為本堂神父，成立了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
心，旗下有一百多位神父和修女，幫忙聖保祿醫院推動福傳工作。

歷程 感嘆移工命運多蹇
曾是難民的阮文雄，早在以修士身分來台實習時，就陸陸續續耳聞一些
外籍移工遭雇主不當對待的情事，很多修士和神父，知道阮文雄特別具有公
平、正義的特質，便主動告訴他：嘉義有一家紡織工廠，以交換生名義引進
二十幾位越南實習學生，但實際上根本就是勞力剝削。阮文雄獲知後，特別
跑去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知道雇主貪圖廉價勞力規避法律（當時最低工資是
時薪 65 元，但這些學生每小時只能拿 18 元台弊），便跑去找雇主交涉，同時
到勞委會陳情，質問：「既然現在中華民國法律還不能合法引進外籍勞工，那
麼這種情形又算什麼？」提醒勞委會注意移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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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高隆邦會派阮文雄至中壢擔任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主任，
他心酸的發現，外勞受到性侵害、性騷擾事件，比預期多了很多！而施暴者
除了雇主，還包括工廠主管、仲介。此外，勞力剝削、妨礙自由、人身傷
害……，各種不人道的對待，也時有所聞。
2003 年在新竹擔任本堂神父時，我的教堂向勞委會登記成為『越南人庇

護中心』，開始收容無家可歸的越南人。」原來，台灣從 1992 年起，越籍配偶
比例劇增（占外籍配偶六成以上），家暴案件也隨之增加；1999 年，勞委會開
放外籍勞工來台，原本頂多僅安置兩、三個人的越南
人庇護中心，一下子個案變多了。
阮文雄發現，一些被雇主性侵、虐待的移工，或
在婚姻中被家暴的東南亞籍配偶，幾乎求助無門，走
投無路。為了專心解決越南移工、移民的困難，阮文
雄聯繫『希望職工中心』的社工，接手泰籍移工、斯里
蘭卡漁工……等問題。

文化交流

2004 年，徵得修會的同意，阮文雄成立一個「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專

門為越南移工及配偶服務。「在那之前，平均每天要接 30 通電話，兩年就累
積了 2000 多個案例，在資源有限、人手不足下，真的很辛苦。」

印象最深的，就是台南爆發一起洪性父子三年間性侵多位外勞的案件─
在此之前，阮神父早就聽過這對父子惡名昭彰的事跡，卻苦無證據可以採取
行動。
2005 年四月，阮神父接到一通電話，打電話的越南女子，啜泣著訴說
她和另一女子，一個被打、一個被性侵，結果她們報警後，卻被安置在另一
個仲介公司，四周全是不認識的男人，她們非常害怕，想趕快到阮神父的辦
公室。
阮神父想也沒想，就要她們來了。結果這兩位越南女孩，包了一輛計程
車，從台南縣坐到中壢，阮神父一共替她們付了 5000 多元車資。聽完兩位
女孩的陳述，阮文雄十分震驚，卻不知該如何著手替這兩位女孩伸張應有的
權利。

神父與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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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的證據全被湮沒了，就算有外傷，頂多也只是不痛不癢的傷害罪而
已，該怎麼辦呢？」正當阮文雄束手無策之際，隔天中午，又接到另一通類
似的電話，是一位台灣女子代替一位正在哭泣的越南女孩打來的。
阮神父直覺認為：這兩件事，應該有關聯。進一步了解，才發現事情比
想像中嚴重。「後來統計發現，光是願意站出來指認的，就有 37 位，加上不
願站出來的，總數超過 50 人。」阮文雄發現，由於員警的錯誤心態，一旦事
情鬧開，就隨便找個理由就把外籍勞工遣返回去，讓許多唯恐被遣返的越南
女子，只得忍氣吞聲接受不合理的待遇。
義憤填膺的阮神父，密切追查此案，發現早就有人到警察局、地方勞工
局檢舉洪姓仲介的惡劣行逕，但有關單位不是不處理，就是把兩造雙方叫到
警察局當面質問，嚇得外勞什麼話都不敢講，事
情只好不了了之。
「這種辦案方式，非常不專業，也非常不人
道。」阮神父說，外籍勞工語言上先天吃虧，加
上當初來台前可能借貸了 5000 至 8000 美金付給
仲介，不但害怕因此被遺返，無端欠下一大筆債
務，更怕被越南家鄉的丈夫及家人知道發生這種
事，怎敢當面與加害人對質或再度掀開瘡疤？因
此不論被性侵或虐打，都只能忍氣吞聲吃悶虧。
雖然案情看似陷於膠著，但另一方面，像滾

協助成立桃園越南婦女協進會

雪球般的，知道阮神父大名的人愈來愈多了，前
前後後，大約有三十七位越籍勞工，願意站出來說明她們受害經過，並出面
指認加害者，最後，阮神父的庇護中心一共安置了十幾位越籍移工。
「這個案子真的牽址太大了，大到我幾乎快承受不了！」阮文雄坦言，有
部分監護工遭遣送出境後寫信給他，控訴這個洪姓仲介在家中性侵她們，卻
在 3、4 個月後編造各種理由，讓雇主解雇她們並遣送出境。
這時候，洪氏父子漸漸知道阮神父是「玩真的」，態度開始軟化，企圖和
外勞和解。「對於是不是要和解，我完全尊重當事人，但如果以被委任處理案
件的立場，我是不會輕易善罷干休的。」阮神父坦言，洪氏父子在電話中常對
他出言不遜，語帶威脅，他不是完全沒有顧忌，晚上也儘量不要出門，但只
要一看到受害勞工的臉，他又堅強的告
訴自己：「我要堅持下去。」
2004 年，中華民國法律扶助基金
會正式成立，阮神父去電基金會發起人
之一的林永頌會長求助，林永頌律師在
第一時間立刻給予支援，讓阮神父覺得
「德不孤，必有鄰」。不過林律師也坦
白告訴阮神父，這個案子很大，恐怕曠
日廢時，要他心裡要有準備。
反奴勞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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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神父認為既然退無可退，於是積極參與各種大大小小的座談會和活
動，挺身護衛越勞，大聲控訴勞委會、警政署縱容仲介踐踏、迫害外勞人
權，並找到國際勞工協會聲援，猛烈批判政府「制度殺人」！
阮文雄還具體提出包括訂定合理勞動契約、
限制工時、保障最低工資、工作保留權及人身安
全……等五大訴求，為外籍勞工朋友們的權益而
抗爭和發聲。「現在，大家或許會批評這些不肖
仲介的行逕，無異是『人口販子』，但在當時，完
全像是茶壺中的風暴，就算露出冰山一角，大多
數人也不以為意。」阮神父、林永頌律師及之前
曾伸援手的賴芳玉律師，「鐵三角」陣容立刻前往

與另一位得獎人夏曉鵑教授出席聯誼會活動

台南地檢署按鈴申告。
雖然這個案子順利進入法律程序，但至今仍在訴訟程序中，尚未將加
害人繩之以法，甚至越南駐台辦事處的一名組長，亦曾向受害人施壓，希望
「大事化小」，最好這些傭工或看護工，拿到賠償金快點返鄉。「直到今天，很
多受害者一看到洪姓仲介的臉，回憶慘痛遭遇，就會嘔吐、恐懼、顫抖，甚
至當場昏倒在地，可見身心受到多麼鉅大的傷害。」
阮神父說，他不知洪姓仲介究竟是如何虐待這些越南女孩，只知洪姓仲
介每次性侵前，都會要求這些越南女孩簽「同意書」，稍有不從就痛加責打、
威脅遺返、告訴其家人，所以這些女孩要不是臉色蠟黃，就是面無血色，身
心都不健康。
且因兩邊仲介早已事先串通好，即便這些越南女孩被遣返故鄉，還是不
敢聲張此事，因此洪姓仲介才敢如此膽大妄為，而且還有源源不絕的外勞可
欺。「截至目前為止，我手邊還有 500 件相似的個案尚未妥善處理，我認為，
除非台灣政府正視它，否則外勞受虐的事
很難禁絕。」

漁工 年薪不如一條鮪魚
除此之外，阮文雄也曾深入關懷漁
工，在鮪魚季時拜訪屏東東港及宜蘭蘇
澳，發現外籍漁工的工作環境極差，終日
在海上與海浪搏鬥，每月待遇僅 150 元美
金，就算辛苦一整年，總合還不如一條 30
公斤鮪魚的售價。

心靈的服務－彌撒後與越南漁工合照

「由於兩邊仲介公司聯手剝削，就算訂定勞動契約，也無法保障漁工的
權利，真的很慘！」阮文雄觀察發現，每條船出海兩三天，都能捕到整船的
魚，但漁工的貢獻和價值卻完全被輕視。
在阮文雄全力奔走下，地方勞工機關同意出面主持協調會，但雇主堅不
讓步，因此最後達成的協議是：從此這些漁船不再引進越南漁工。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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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配 移民夢碎無家可歸
在援助外配的部分，阮神父印像最深的幾個例子是，曾接到一通很緊急
的電話，劈頭就說：「神父，快救我，我快要死了！」原來，是一位年方 19
歲，剛嫁來台灣不久的越南配偶，懷孕後先生逼她墮胎，並因此打傷她，婆
婆也加入追打的行列，最後還把她趕出去。
「和一般人娶太太不同的是，這位先生因前任妻子已生了四個孩子，所以
這家人不希望外籍配偶再生其他子女，以免家庭關係變得複雜。」阮神父很替
這位配偶哀嘆，卻拿不出辦法去干涉別人的「家務事」。
阮神父帶著這位外籍媽媽到醫院產檢，並向警方陳述家暴經過，後來又
安排這位媽媽回越南待產。後來越南當地的國際移民協會接手，照顧這位媽
媽直到順利生產，還幫她蓋了一間小房子，讓母子不虞無家可歸。
另一個個案是，有一天阮神父接到桃園療養院打來電話，請神父去看看
該院一位越籍病患。阮神父探視後發現，21 歲的越籍配偶精神狀況極不佳，
後來打電話聯絡上她在台灣的姐姐，知道她來台已生了兩個孩子，卻因婆婆
的強勢作風而吃了不少苦頭。
「這位配偶的先生智能有障礙，
大伯又不能生，於是婆婆作主替二兒
子娶了一位越南姑娘，天天逼他們看
色情書刊行房，未懷孕前甚至不讓越
南媳婦吃飯，讓這位越南女孩十分痛
苦，最後終於精神崩潰。」
阮神父與女孩在越南的娘家進一
步聯絡，爭取讓這位越南配偶到阮神
父的庇護中心修養，沒想到她婆婆先
一步出面，把這位越南媳婦帶到律師
處，強迫她在離婚協議書上蓋手印。「她在我那邊住了一個星期，精神就漸漸
恢復正常了，可見完全是壓力所致。」
婚既然離了，馬上就得面臨離境的規定，阮神父積極替這位媳婦爭取補
償金，其婆婆對阮神父很不高興，阮神父只好提醒其婆婆：「你犯了一個法─
違造文書。」婆婆態度終於軟化，同意賠償醫療費和精神補償，讓媳婦能順利
回到越南。
不過，類似的異國通婚，也有少數比較完美的結局。阮神父猶記，曾
有位越南姑娘跑到阮神父處求助時，全身被打得紅腫。阮神父深入了解後發
現，這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媳婦，因為規勸先生不要吸毒，因而被打腫了臉。
阮神父把這位先生約到辦公室，規勸他：「她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工
具，你要尊敬她、疼她，絕不能打她。」這位先生點頭如搗蒜，同意阮神父的
規勸，太太也願意再給先生一次機會。夫妻倆就回家了。
「後來我聽說這位先生果然慢慢調整個性，再也不對太太動粗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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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先生後來死於愛滋病，讓這位越南太太至今仍處於罹病
的恐慌中，得定期篩檢是否被傳染。

成就 樂見同胞重展歡顏
此次榮獲「東元」人文獎的殊榮，阮文雄猜想，應是自己多年來，認真努
力持續替弱勢發聲，為他們爭取做為一個「人」基本應有的權益，而且採用各
種有創意的方法來處理問題，所以
才會獲得評審的青睞。
阮文雄回首來時路，很慶幸自
己第一個在台灣喊出：「不善待外
勞，就是人口販運！」此外，在支
援協助移工、移民方面，阮文雄也
是開路先鋒第一人。
雖然後來在桃園創立「越南外
勞配偶辦公室」，阮文雄曾被某就

反奴勞動政策

業商業同業公會撰文指責是「人權騙子」，阮文雄並不挫折，認為這是因為公
會未經查證，純聽信會員指控之故，因此僅按鈴自訴討回公道，結果地檢署
受理後依誹謗罪起訴公會負責人。
阮文雄坦言，能在他鄉為自己同胞服務，是件很快樂的事，但有時候不
免自問：為什麼多年來，我奮鬥又奮鬥、努力再努力，這個問題依然存在？
而且，為什麼有人偏要誤解我？阮文雄在無助的時候，只能信靠天主，他深
信：這不只是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他是在與一個非常黑暗的力量對抗中。
「人口販運只是單純的性剝削，而移工和買賣婚姻案件中，則複雜及剝削
的程度，數十倍於人口販運。」阮文雄積極在各種國際場合，陳述在台灣的所
見所聞，不但獲得美國社運界認同他是一位活躍於台灣的澳大利亞越僑人權
活動家，開始關注台灣人口販運問題，深入探討台灣移工勞力剝削、買賣婚
姻等議題，美國國務院更稱阮神父為「結束今日奴隸制的英雄」。
雖然頻頻得到國外的肯定與讚嘆，令阮神父相當痛心的是，台灣政府直
到 2006 年，連續兩年被美國年度人口販運報告（TIP Report）列入國際人口販
運待觀察「黑名單」第二、第一名之後，才正視這個棘手的問題，緊急要求內
政府草擬一份「禁止人口販運」的行動計畫。
在 NGO 組織積極催生下，「人
口販運防治法」終於立法完成。「之
前，政府只打算在移民法中，加
一章『人口販運』條文，但我堅決
反對，主張一定要有專法才能解
決問題，最後是民間團體先擬妥專
法了，官方才快馬加鞭，緊急提出
新制定的法案。」阮文雄的積極態
在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中接受祝福

度，連政府官員也自嘆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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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係台灣人」啦！
「很多人說，我曝露的諸多黑暗面，讓台灣政府下不了台，但其實，美
國人做事怎麼可能只憑我一個澳大利亞籍越裔神父單方面說詞就相信呢？所
以事實是：美國在台協會也派了不少人在進行調
查，最後才做成這份報告的。」
阮文雄不否認，他「敢言人所不敢言，為人
所不敢為」，但他搜集到的證據中，不論台灣引進
移工、買賣婚姻，其實未必符合「人口販運」的形
式。「但不可否認的，不論移工或外籍配偶，若處
在一種『非志願選擇』的情況下，只能迫於現實拚
探訪及幫助越勞於收容所

命當奴工，以償還那數也數不清的債務，又與人

口販賣有何差異？」
雖然對移民事務經常痛下針砭，阮文雄卻一再強調：「我不是不愛台灣，
相反的，在台灣人住了超過二十年，我打從心底認為『哇係台灣人』啦。」事
實上，阮文雄在國際會議中，不斷幫台灣講話，希望國際社會看到台灣的努
力和成就。
像某次聯合國在南非舉辦大型「探討人口販運」會議，阮神父就義正詞嚴
的發言，指出像這麼正式的國際會議，為什麼竟然沒有任何一位台灣的代表
參加？「台灣的民間及政府，多年來在移民、移工事務上，投注許多心力，
也有很好的成果，大會應該邀請台灣代表參加，讓各國有機會吸取台灣的經
驗。」一番話，說得幾個主要國家負責人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被越南政府列為黑名單
不怕得罪人的阮文雄神父，更因長期營救越南外勞，被越南政府列為黑
名單，對外宣稱其是叛亂份子。對於自己祖國的刻意抹黑，阮神父表示：「雖
然理解，但無法接受。」
阮文雄坦言，他的所做所為，確造成
越南政府某些經濟損失，但「營救越勞，伸
張正義」是人所當為，他無怨也無悔。「當
年我還是難民時，也曾做過權益被剝削的
外籍勞工，我真的無法坐視這種事不管。」
阮文雄認為，即便是等待遣返的勞工，在
看守所中也不能被虐待和欺侮！

坐在警察局撥 113 迫警察受理報案
「人口販運防治法雖然通過了，但如果
執法的官員，不具備願意面對和處理的誠意，徒法不足以自行。」阮文雄曾帶
外勞到警局報案，員警完全不採納受害者的說詞，他只好坐在警局撥 113，
警方才勉為其難接受報案。
此外，人口法尚未立法前，保護外籍媽媽是依靠「家庭暴力防治法」，有

48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時他帶著受暴妻至警察局報案，警察一看到阮神父，竟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又來了！」言下之意，是「又來找麻煩了」。在陳述寫筆錄時，警察也是一副
不以為然的態度說：「這其實也不算什麼家暴嘛，不過是一些家務事罷了，我
認識他先生呀，他應該不會打人呀。」讓人聽了十分心寒。
所幸，「人口販運防治法」通過後，現在勞委會對於移工權利轉換或
雇主權責，及關於性侵、性騷擾的保障，勞動契約的擬定，都有最基本的保
障了。
「更讓我高興的是，一位因工斷掌的阮氏深，在台灣受盡壓迫，後來備嘗
社會溫暖，回到越南考取河內大學法律系，如今已在當地擔任公益律師了。」

展望 未來有大段路要走
閒暇時喜歡畫畫、彈鋼琴、彈古典吉他、看書、散
步、打網球的阮文雄，嚴格說起來，幾乎 24 小時手機打
開，半夜也常被叫醒，幾乎沒時間好好休息，遑論享受
休閒生活。
阮神父說，目前在台灣約有 20 萬名越南人，依過去
經驗，其中大多數需要不同程度的幫助。「漁工的問題

文化交流

算是解決了，但外籍幫傭的權益問題，卻至今還沒辦法爭取到適用勞基法。」
除了爭取最低工資，阮神父還希望能替越傭爭取留職保障、工時限制……
此外，阮神父為了順利繼續在辦公室開課教中文、文化、法律、心理、
烹飪……也必須肩負起到海外巡講募款的工作。所幸，在海外的越南團體很
關心自己的同胞，所以只要阮神父獲邀到國外去演講，對方都會幫忙募款。
「目前，外勞配偶庇護中心每收容一個受虐移工或配偶，地方政府會撥些
補助個案管理費用給中心。但如果是因工作受傷的移工，就算勞工被機器輾
斷手腳，地方勞工局也不補助任何費用，因此庇護中心經費非常短缺。」這次
得到「東元」人文獎，阮神父早已決定將所得的獎金，全數用於幫助在台越南
同胞。
「在生活上，我和台灣人親如一家人，這裡的風土人情，讓我覺得『很舒
服』。但如果台灣朋友能更以『人』的角度，以同情、憐憫的心，對待越南及
東南亞的移工，我會為台灣鼓掌喝采。」

與新移工及移民野外活動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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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文雄說，雖然外勞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為了賺
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也需要這些勞力幫忙工
作呀，既然如此，何不以包容的心來接納他們、關心
他們？「21 世紀是合作互助的時代，不是相互剝削的
時代，所以請不要把他們當奴隸、當商品來用。」
阮神父在每天的彌撒中，不斷的祈禱神賜福給台
在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中專注地聆聽演講

灣這塊土地。「我不知道明天會如何，但我知道台灣
有些人和事需要我的協助，我也希望這份付出被人需

要，幫助我平安快樂的走下去，所以我一定會堅持到底。」

對東元獎的期望
希望東元基金會未來也能夠繼續尋找改變社會的人或是團體，肯
定鼓勵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幫助這些人或團體更有效率地運作，實現
理念，關心社會，改變社會，尋求社會進步。
同時，在公共媒體領域加強宣傳，使社會更深入了解得獎者的理
念與行動，喚起大眾對該議題的注意，尋求輿論力量改變社會。

成就歷程
阮文雄神父於 1979 年搭上小船逃離越南，在海上漂流三十六小時，後
得到挪威籍貨輪救助，送到日本難民營。在日本期間，開始當工人打工，修
路、挖土穴埋葬屍體、工廠當鐵工，經歷過歧視、剝削以及種種不公平的對
待。因為年輕時本身即有類似經驗，來到台灣，看到新移民及移工因為語言
不通再加上不合理的制度，遭到剝削、欺騙之事時有所聞，感同身受。阮文
雄神父於 1988 年協助越南實習生在工廠工作被剝削及虐待。於 1992 年陸續幫
忙其他國籍之勞工在台工作。於 2004 年成立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協

助越南籍勞工及新移民透過法律途徑爭取權利，並與
多個在台非政府組織合作，參與大大小小的研討會，
召開記者會發聲，促使社會大眾關注移工及新移民人
權議題，對政府機構施加壓力，要求制定更合理的法
律及政策，改善工作環境，終結人口販賣。在多個非
政府組織、立法委員及法界人士的合作下，立法院於
探訪及幫助越勞於收容所

2009 年 01 月 12 日三讀通過「人口販運防制法」。

具體貢獻事蹟
■

參與推動訂立「人口販運防制法」。
與在台 NGO、勞工團體、立法委員串聯，舉行研討會，開記者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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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了解移工和新移民的處境，同時上街遊行呼籲政府制定相關措施
維護移工及新移民人權，「人口販運防制法」於本法於 2009/01/12 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2005 年美國國務院列為「防止人口販運英雄（Anti-Trafﬁcking
Heroes）」。
■

成立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協助在台工作之越南勞工處理相關法律問題，透過法律途徑爭取應有之權
利，同時評估個案情況，視情況需要給予收容庇護。

■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
考量新移民及移工申請法律扶助時所遭
遇的困境，呈報法律扶助基金會，簡化
法律扶助申請程序，使更多弱勢移工
及新移民能夠得到法律扶助基金會的
幫助。

■

■

培力（Empowerment）越南新移民
成立桃園縣越南婦女協進會

2009 東聯會與黃會長、劉董事長及基金會謝執行長合影

Migrant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MENT）
在台移工培力網路。本團體包含 11 個在台非政府組織（NGO），合作要求
相關政府機構改善勞動政策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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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ation’s view of upholding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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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I won this award also reﬂected that Taiwan society recognized my
contributions and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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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should be treated as human beings,

not as commodities. It is time to establish a just system and environment
to stop exploitation and abuses.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I hop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will continue to honor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at work for change in the society for a better future. To recognize their
contributions helps promote a positive morale in making their work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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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I hope the foundation will work with the public media to make
the society better understands the causes of injustice that have dehumanized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Father Nguyen Van Hung escaped by boat with 56 people from Vietnam
in 1979. He was rescued with others by a Norway cargo ship after 36 hours
on the sea. He was sent to a refugee camp in Fujisawa City, Japan. While in
Japan, he worked in many hard labor jobs with low paid salary. He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similar to many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today. He stayed
in Japan for more than 2 years. He migrated to Australia
in early 1982. He studied to become a Catholic missionary
priest. He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Taiwan. Since arriving
in Taiwan, he has seen injustices and abus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that he once had experienced
參與聯合國於南非反人口販運
in Japan. He wants to dedicate himself to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1988, he
assisted Vietnamese trainees who were abused and exploited when working in
the factory in the south of Taiwan. In 2004, he established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and Brides Offices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human rights of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and brides. The ofﬁce that he has established works
closely with many NGOs in Taiwan. It advocates for the government policy
change through holding press conferences, public hearings, and protest on streets.
The objective is to stop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stop exploitation. He has
worked tirelessly to expose human trafﬁcking through labor exploitation... With
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NGOs and legislators, the legislative Yuan ratiﬁed new
law on ﬁghting against human trafﬁcking on January 12th, 2009.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Formulate and ratiﬁcation of Anti Human Trafﬁcking Law
On 2005, U.S. State Department, Trafﬁcking in Persons Ofﬁce honored Father
Nguyen Van Hung as “Anti-Trafﬁcking Heroes”.
Father Nguyen Van Hung has worked with
Taiwan NGOs and international NGOs

to highlight human trafficking issues in
Taiwan. His goal is to establish a law to
protect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 and

prosecute perpetrators. Thanks to the
與職災被害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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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for its hard work. The law has passed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January
12th, 2009.
■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 Brides Ofﬁce
Father Nguyen Van Hung has established and directed this Office since 2004.
This ofﬁce has 2 shelters assisting human trafﬁcking victims and victims of other
abuses. There are 10 staff working in this ofﬁce. The ofﬁce commits to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 to the victims of abuse eradicates and prevents trafficking. It
provides legal advices and assists in litigations. It empowers the victims with
knowledge to stand up together to ﬁ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

Collaboration with Legal Aid Found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are marginalized
groups in Taiwan society. They need helps. Fr. Nguyen Van
Hung has been a bridge between them and the Legal Aid
Foundation (LAF). He has informed the LAF about the
struggles and well as difficulties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are facing. Thanks to the openness
of the LAF, many marginalized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have been received helps from the LAF.

■

To empower the Vietnamese immigrants to
establish Taoyuan Women’s Association.

■

Migrant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

在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的博士農場中
栽種高麗菜

The network consists of 11 NGOs in Taiwan to work together to call on Taiwan
government to change policies to protect and uphold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跟著主耶穌的邀請「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
更豐富的生命」
（Jn 10:10）
。我決心挺身而出，對抗施加予
移民移工的種種不公不義。透過教育與干預，我賦予弱勢
群眾力量，挺身而出為自身的權利、尊嚴與人權奮鬥。
Following Jesus’ invitation, i.e., the fullness of life「I have come
so that you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Jn 10:10)
powered to go forward to creatively and determinedly respond
to those who have treated migrants with injustice and abuse. By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I empower the marginalized to stand
up to ﬁght for their rights and human dignity,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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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曉 鵑

女士
HSIAO-CHUAN HSIA

42 歲（1968 年 4 月）

r 學 歷：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 博士
台灣大學社會學 學士

r 曾 任：

Visiting Scholar,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March-August, 2006.
Visiting Schola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rch-August, 2008.

r 現 任：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 教授
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 主任
南洋台灣姊妹會組織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
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 顧問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Body,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 (IMA)

無欲則剛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社長

評審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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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感言
這個獎應屬於〈南洋台灣姊妹會〉在過去十多年來，一路攜手前
進的所有夥伴們。感謝「東元獎」看見我們的努力，讓我們更堅定地
相信：
「姊妹的希望．台灣的未來。」更要感謝的是，新移民姊妹們
以堅韌的生命所帶給我
們的啟示；她們真實的
呼吸、汗水，還有那如
同樹皮般粗糙的雙手，
讓我們看見歷史，進而
學習姊妹的勇敢，與她
2003 年南洋台灣姊妹會成立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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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共創歷史。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張慧心 採訪整理

幫助移民，就是幫助自己！
很多人無法想像：聲音輕柔，儀態典雅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平日是東南亞外籍姐妹們背後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但當她站在街頭
上為移民婦女發聲時，卻立刻搖身變為思路清晰、雄辯滔滔，而且富於批判
力和反省能力的社會運動者！
關注移民社運近二十年夏曉鵑，坦言自己一頭栽進這
個領域，是十分意外的偶遇，也似乎是此生的使命。「不過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沒有這群外籍配偶，我也不可能持
續走下去！」夏曉鵑坦言，南洋姐妹們在一路成長的軌跡
中，不斷爆發出令人驚艷的能量，是她能在這個領域堅持
努力最主要的動力。
共識營中與印尼姊妹合照

不可諱言的，早年台灣外籍配偶的議題，曾歷經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無人需要理會「自然會消失」的冷僻議題；後來雖然
開始有官員關注此一議題，卻一度粗暴的以處理「外國人問題」的角度，污名
化外配為「麻煩問題製造者」；直到近幾年，官員及媒體才終於以「國內問題」
正視外籍配偶，也讓移民話題成為炙手可熱的發燒議題。
不論是各界認為是冷僻或發燒議題，也不論當時社會氛圍是敵意或善
意，夏曉鵑從十九年前起，彷彿上天派了一位天使，主動走到在台外籍配偶
的眼前，從此一路陪她們走出一條平坦大道。

精英教育 反思底層力量
1968 年生的夏曉鵑，媽媽是苗栗客家人。台大社會系畢業那年，正著手
準備出國深造之際，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徐正光在高雄美濃、屏東內埔一帶
做農村青年返鄉調查，需要一位會講客家話的研究助理，命運把夏曉鵑帶到
了外籍配偶眾多的美濃。
早在夏曉鵑從事農村調查前，台灣社會早已歷經了 1980–90 年代社會運
動風起雲湧的洗禮，就讀大學期間的夏曉鵑，參加過一些學生社團，積極關
注弱勢、了解社會，也用學生的方式認識農民和勞工，並對當時的社會現況
有許多批判。「嚴格來說，只是熱情，並沒有做事。」夏曉鵑為大學生活下了
如是的註解。直到在美濃蹲點做研究，認識當地的人民及社團，加上當時不
少完成學業返鄉的在地青年，為了反對興建美濃水庫，帶動大家思考：「水庫
離村子只有一點五公里，人民卻不知道維護賴以
生存的土地，為何自己的家鄉會變成這樣？為什
麼在地農民的問題非但沒有被解決，反而被政黨
利用？」
「這個過程，對我的影響蠻大的。」夏曉鵑坦
言，台灣社會一向強調「精英」，總認為：社會的
改變只需要幾個「精英」帶頭就可以了，但美濃水
庫運動中，帶動者都是社會底層的力量，夏曉鵑

2007 年帶領台灣團並代表台灣向 CordiDay 大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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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被教育」明白一件事：「整個社會改變的力量，其實是來自底層的人民
站起來，而不是來自精英的帶領。」

因緣際會 接觸移民社運
在那過程中，夏曉鵑隱隱約約發現，台灣農村青年大量娶進東南亞新
娘，一開始是泰國、菲律賓配偶相當多，後來印尼籍配偶也漸漸多了起來。
以美濃為例，當地的印尼配偶大都是客家裔，所以會說客家話，但完全看不
懂中文，換句話說，只要離開美濃，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
「華人是非常重文字的社會，如果外籍配偶不會中文，便連告示、招牌都
無法閱讀，更別談了解其他身為國民的基本人權了。」夏曉鵑決定走訪印尼配
偶最多的家鄉─加里曼丹，實地了解她們的環境、歷史、人文，並與之前認
識的社運團體「美濃愛鄉協進會」討論如何改變這
種狀況。
1993 年，夏曉鵑分別在高雄美濃、北縣永
和及板橋成立中文班，用自己研發的方式進行教
學，人力則找當地婆婆媽媽擔任志工老師。當時已
出國攻讀碩士的夏曉鵑，則每年利用暑假的三個
月，返回台灣教外籍媽媽說寫中文。
中文班在台北縣永和社區大學上課情形

1995 年，夏曉鵑申請到一點點經費，開始以
生活為主題在鄰近小學開班，教授外籍配偶去郵局寄信、打電話、買東西、
去醫院看病……時需要使用的中文。

研究歷程 面對多少辛酸
攻讀博士期間，因為長期關注外配問題，夏曉鵑很自然想起可以此為題
深入做研究，但進行的情況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娶進外配的家庭，其所承受
的壓力超乎想像！」夏曉鵑說，一般人常誤以為：外配的婆婆怕媳婦多學多能
後會嫌棄丈夫，常成為阻止媳婦進步的最大阻力，其實真相是：「社會歧視」
才是造成外配出不了家門的最主要原因。
夏曉鵑和很多外配的家人聊過天，發現外配的家人，多半對娶進外配
一事感到焦慮，也害怕成為別人茶餘飯後的話柄。尤其農村鄰里關係密切，
娶外配不可能不讓人知道，但是當時的外配，婚後依規定每半年必須離境一
次，此時左鄰右舍的過度「關切」，往往讓這家人承受莫大的壓力。
一位婆婆曾經很心酸的對夏曉鵑說：「媳婦第一次返鄉的壓力最大，鄰居
會嘰嘰喳喳問：『你媳婦回去了？會回來嗎？不會不
回來了吧？』我真的好怕被等著看笑話呀！」鄰人過於
熱心的關切，聽在外配家人耳裡，多少帶著嘲諷意味
在內。

2003 年與志工和印尼姊妹拜訪印尼前婦女部部長，
使其瞭解印尼姊妹在台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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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配本身承受的壓力也不小，像有人會對這些
南洋來的新嫁娘說：「你常寄錢回家呵？」之類的話，
常令她們既受窘又受傷。一位外配就曾不平的吐露：
「你們台灣的女兒出嫁後，逢年過節不也會回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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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父母？那些錢，數目又不是很多，只是略表心意，為
什麼要帶著刺來看我們？」
夏曉鵑說，其實公婆和夫家對於有人願意教媳婦中
文，多半很高興，因為這無疑解決了他們的困擾─日後
媳婦出去買個東西、辦個事，不必再時時有人跟著，再
者，外籍媽媽具備良好的中文能力，日後也才有辦法教
育孩子呀。

2003 年與中文班志工拜訪印尼姊妹們的娘家

對的方法 有效解決問題
「之前政府開辦的補校教育，雖然也教中文，但既定的教材未必符合外配
的需要。」既然學中文的目的是為了實用，夏曉鵑認為，過程應著重分享和
討論，不光重視注音和筆畫的練習，而是能讓這群南洋姐妹在需要幫助時，
可以對外說出來。所以上課前，她會帶著大家從平日生活中碰到的問題，先
討論思考「要學什麼？」例如：用戲劇的方式，演出帶小孩看病時會遇到的問
題？如何向醫生說「孩子那裡不舒服」？接著再教她們「醫生」、「肚子痛」、
「發燒」……的字怎麼寫？注音怎麼拼？
此外，教導的內容必定與生活經驗結合。例如：
教「市」這個字，不是教「台北市」，而是「市場」、
「夜市」，還教姊妹們在夜市購物如何討價還價；教
「身分證」一詞，也會談及「辦身分證會碰到那些問
題？」、「有身分證和沒身分證的差別是什麼？」讓這
群南洋姐妹學過之後印象深刻且立刻用得上。

2009 年韓國團體拜訪－韓國移民服務團體與學者

拜訪南洋姊妹會
「由於學習內容全部都是她們關注的事，所以也
許她們不能馬上就會書寫，卻可以充分理解這些中文的意義，也能隨口說出
來，或應用在生活中，而不會因為距離遙遠而光認得字卻不會應用。」更重要
的，這群姐妹透過需要和想要，個個練就會說、會演及資源整合的能力。

姐妹情誼 八年打下基礎
中文班推動了八年，外籍配偶們才正式成立「台灣南洋姐妹會」的聯誼組
織。「其實，要成立社團很容易，幾個月流程跑完就成立了。但就和學中文的
道理一樣，我堅持這個社團必須是姐妹們需要也想要的，而且他們必須知道
自己要什麼。」
夏曉鵑坦言，起初她們連「社團」的概念都沒有，所以必須花很多時間，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告訴她們，最後，是姐妹們覺得真正需要，才主動發起成
立的。令夏曉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任
會長是一位柬埔寨籍的媽媽，當選後接
受媒體訪問時說：「仔細想想，我在學生
時代就參加過社團了，我早就具備這方
面的能力！」當時夏曉鵑心頭一震─生活
的折磨和壓力，讓她們幾乎忘了本身早
已具備的能力。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
「唱童謠、說童話故事」一事上。夏曉鵑
2009 年初南洋姊妹會會員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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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及，最初要這些媽媽說故事時，這些媽媽只會說「三隻小豬」、「白雪公主」
的故事，玩遊戲也常是西方的遊戲，直到夏曉鵑一再鼓勵她們「再想一想」，
她們才終於想起或有勇氣，說出童年記憶中母國文化的故事和童玩。

想盡辦法 扭轉歧視目光
在面對媒體一事上，這群外籍配偶付出的努力更大。原來，1990 年以
前，媒體對外籍配偶的報導，偏重在負面問題的呈現，
千篇一律是騙婚逃跑、家暴受害者這兩類新聞，及東南
亞外配對台灣造成的負面影響。外籍配偶中文班剛開始
上時，媒體蜂擁而至，但每次接受媒體採訪，或後來辦
記者會凸顯某些議題，外配總是遮遮掩掩、戴墨鏡、不
敢看鏡頭，無端給予外界更負面的形象，最後她們討論
出一個方法，開始主動要求媒體：「請你先告訴我：你
2008 年代表南洋台灣姊妹會參與 IMA 成立大會，
被推選為國際執委會（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要談什麼？你會怎麼報導？請你們先提案，我們再決定
Body）
是否受訪。」通常這麼一來，光想消費外籍配偶的「速
食型」媒體，就會覺得麻煩而不來了，至於真的有心做專題的，就會花時間溝
通、暸解，所以後來再出現的報導，就幾乎都是深入而且是有觀點的正向報
導了。幾年來，媒體更開始有正面報導，主題涵括移民在台灣的努力及對台
灣的貢獻。
「南洋姐妹會」成立大會那天，雖然姐妹們不免緊張萬分，但因事先心理
已經做好準備，不再害羞的躲躲藏藏，姐妹們開朗而自信的表現，整體呈現
出很好的效果，過去悲涼唱著夏曉鵑作詞的「日久他鄉是故鄉」新移民歌曲，
轉化成一道道充滿能量的曙光。
之後還有幾次向教育部陳情時，外籍配偶面對媒體採訪，開始可以侃侃
而談。而媒體報導時，也清楚知道：「哦，原來移民們要什麼！」整個互動趨
於正向發展，社會氛圍也漸漸凝聚共識：外配不再是見不得人的族群，也不
再是台灣的問題或負擔，社會不能如此不公平的對待她們，應該要更合理的
對待她們……
「有一年我去加拿大當客座教授，很多外國學者聽說台灣最熱門的移民議
題，是研究『移民二代素質改進問題』，都覺得『不可思議』，還問：混血的基
因更強，更優秀，這怎麼會是一個問題？」夏曉鵑說，外配家庭的孩子如果
學習較慢，絕不是他們的資質比較差，而是這些家庭社會資源不足，所以爸
爸娶了誰都有類似的問題，不是媽媽國籍所導致的，但社會、老師，甚至孩
子，卻因此歧視媽媽……

修法立法 促進建構“公”與“義”的社會
「其實，法律修正、政策改變、觀念扭
轉，全部都一樣─想要還給某人公道，絕不是
天上平白掉下來的！」夏曉鵑猶記得，公部門
真正介入，是直到 2001、2002 年左右，原因
是當年度國小新生中，家長是外籍人士的比例
相當顯著，行政官員因此開始緊鑼密鼓採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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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實當時行政院之所以緊張，是假設這種情況繼
續下去，可能會造成社會問題，所以便強迫孩子們接
受課後輔導，媽媽素質太差也要上課。」夏曉鵑發現，
官員是以：「她們是我們的負擔」的角度來看見移民媽
媽，當下生氣又無奈。「之前各部會完全沒有『移民』的
概念，業務都往外推，但此後因為行政院長說話了，各
部會開始搶著做，內政部做生活輔導管理，教育部開中
文班、小朋友設課輔班……。」

2004 年與姊妹學習製作泰國料理

2003 年，移民署快速成立，但其成立動機仍然視
外籍配偶為「潛在的罪犯」而積極進行管理。「在移民署
組織條例中，七成五的人力是從警政單位調派的，可見
其心態和思維，還是從社會治安、安全的角度考量。」
夏曉鵑甚至聽到一位主管官員對她說：「如果有一天，
台灣選出一位越南裔的總統，台灣不就完了嗎……」
2009 年春酒侯導合照－姊妹會北部辦公室

在這重要轉捩點上，夏曉鵑除了積極籌組台灣南洋
春酒活動與侯孝賢導演合照
姊妹會，更進一步結合婦女、勞工、人權、移工及移民
團體，共同組成「移盟」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透過不斷的遊行、著書、
拍紀錄片、演講及舉辦公聽會，表達對違反人權政策的抗議，衝撞政府部門
促成修法。
也由於夏曉鵑長期關懷移民及移工的權益，2005 年與許金玉、成露茜、
王清峰、何春蕤等十八位台灣女性社會運動家，同列瑞士團體「全球千名婦
女爭取 2005 年諾貝爾和平獎協會」台灣地區提名人。（該協會在全球選出一千
名基層婦女爭取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雖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對被提名
人的付出卻是種肯定。）
例如為了推動「移民法」的修正，夏曉鵑帶動一群南洋姐妹討論法案，光
是針對法案有什麼問題？該怎麼改？過去有那些案例？曾依據什麼處理？前
前後後一共討論了兩年，就像「讀經班」似的，每兩周開會一次，逐一徹底討
論每一個條文該怎麼訂，最後才正式定案。
有趣的是，當政府機關一看民間版移民法修正案出爐了，火速推出官方
版「移民法」修正案，並迅速於 2007 年 11 月三讀通過修法，給予外籍配偶比
較合理的對待，也等同我國民法規定「婚姻媒合不得求償」，杜絕仲介婚姻。

期待合理對待 更期待媒體友善
此外，過去規定：除非拿到身分證，外籍配偶婚姻結束後就
要離境，即便被遺棄、家暴，也不能繼續以「依親」名義滯留台
灣，致使許多外籍媽媽為了照顧小孩，只好忍受夫家的不人道
對待。如今修改後，則規定如是家暴受害者，雖不能立即取得
永久拘留，但可以延長居留時間，不會立即被趕走。
「修正的條文雖不讓人完全滿意，但事情漸漸有些
變化，所以還是可以期待。」尤其今年初「兩岸關係條
例」修正，兩岸婚姻、大陸配偶的事也漸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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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歸化」問題，過去外籍媽媽要成為國民，除了居住三至四年、體
檢等條件，還要取得「42 萬元存款或扣繳憑單」的財力證明，讓很多人卡在這
些規定上，很久都取得不了身分證。「有些行業根本沒有扣繳憑單，打零工的
也沒有，加上一般家庭存款不易，硬要這樣規定，真的很為難人。」
好在修正後，從寬認定「財力證明」，甚至只要丈夫
簽字認可會負責照顧也算數，免除了這些家庭必須告貸
取得證明的壓力。「光是這條條文，前後一共努力了兩
年，才小有突破。」

2007 年沒錢盟移民署前－反對財力證明大遊行

「我發現，有很多歧視，是因為不暸解，所以基本心
態上出了問題。」夏曉鵑曾舌戰官員，力陳：「身分證絕
不僅僅是一張紙，它是許多問題的根本！」外配沒有身
分證，就不算是國民，不受國家保障，出門不能單獨行
動，不能辦手機，打工容易被剝削，甚至會被歧視……

「制度設計出問題，我們可以努力修改它；有色眼光無法完全禁止，只好
期待媒體愈來愈友善，能清楚凸顯問題的癥結，及法令的不合理處。」夏曉鵑
認為，整個認同移民的過程，正是社會學習的必經之路。

培訓講師 擅談多元文化
在這過程中，夏曉鵑特別感謝南北各有一群台灣籍的志工姐妹，可說是
厥功至偉的幕後功臣。「第一個中文班成員，大都來自美濃；隨後北部地區成
立的中文班，則是在永和、板橋兩地社大開課。至於志工，則是就地培訓，
現學現教。」夏曉鵑發現，這群婆婆媽媽雖然不是專業社工或具有教育背景，
但她們的生活經驗，無疑是年輕的南洋姐妹最寶貴的資源網絡。
事實上，從早年社會運動的經驗，夏曉鵑很早就體悟：「需要必須來自當
事人。」至於所謂的專業，則只是從旁提供一些討論方式的建議，並不主導議
題的方向。
換句話說：這群婆婆媽媽志工，只要溝通出共識，願意幫助這群南洋姐
妹，接下來，志工便要學習一套方式，帶動南洋姐妹透過討論的方式，發展
出自己的能力，並建立一套教案。另一方面，這群志工在助人的過程中，也
看到移民的另一面向，顛覆了原先以為的那些
「刻板印象」。

2005 年與學生和南洋姊妹會共同參與反奴工遊行

「最棒的是，志工和姐妹們在過程中一起
成長，姐妹們學到了婆婆媽媽的經驗，聽到了
外界的資訊。而姐妹們突飛猛進的成長經驗，
也讓志工在培力過程中，受到強烈的激勵。」
夏曉鵑在這股文化衝擊中，順勢在志工中培訓
出一批「東南亞講師」，接受各界邀約去講解
東南亞文化及多元文化等議題。

為了充實講演內容，這群婆婆媽媽志工反過來成為南洋姐妹們的學生，
大家教學相長，而志工在社大開講，也和一群又一群的台灣人，談「何謂多
元文化？」及台灣的移民現況。「台北都會區的發展速度更快，講師不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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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多元文化，還可針對移民法規、移民人權……等
議題，發表深入精闢的分析。」

得獎感言 但盼國人省思
總結十多年來的奮鬥經驗，夏曉鵑感性地說：
「移民是歷史課題，不是爭取權益的問題，台灣想要
變成人吃人的社會，還是個共存共融的社會？必須
靠我們決定！」夏曉鵑認為，移民問題不是施捨，但
究竟是要當成是照妖鏡，還是幫助我們省思及進步 2008 年拜訪高雄原住民朋友，參與當地舉辦之國際
原住民工作坊
的好老師，全賴國人智慧的決定。「如果台灣能創造
友善的移民環境，不只是在幫助移民，也是在幫助自己。」
事實上，多年來，夏曉鵑與南洋姊妹們一起歡呼、落淚，從不認為是奉
獻，尤其看到姊妹們持續成長，更叫她振奮。「很多原本個性依賴的姐妹，如
今有能力照顧別人；有姐妹要求看很硬的學術書籍，想更了解華工、移民問
題；有人跟著我出國分享經驗，發現移民議題是全世界性的，於是她們不再
喊累……」
這次夏曉鵑獲頒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所辦的東元獎－人文類獎，她認為
自己只不過是代表多年來一起努力的朋友出面領獎罷了。「因為有這些姐妹和
志工一起努力，生命才沒有遺憾，人生也才變得有意義！」夏曉鵑已決定將
這份獎金全數捐出，做為姐妹會的發展基金。
「在過程中，我身體會累，但精神上卻不覺得累，事實上，我自己也學到
很多，因為有很多事完全沒有做過，所以每當遇到瓶頸，猛然回頭，總看到
姐妹們跳躍式成長，總讓我再一次激起熱情，持續勇往直前。」夏曉鵑認為，
南洋姐妹進步神速，潛力令人驚艷！
「用心看她們做什麼，就能看到她們的能力。」近年來，夏曉鵑不斷聽到
社會各界驚呼：「哇！她們怎麼這麼厲害。」例如上次大家合力出了一本《不
要叫我外籍新娘》的書，記者會上姐妹們上台去講話、表演，大家的反應就
是「吃驚」兩字，因為這和刻板印象中「她們是一群可憐，需要人家幫忙、救
贖的族群」形象差距太大了！
「其實，吃驚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夏
曉鵑期待，大家心中浮起一個問號，知道外籍
媽媽和想像的不一樣，一段時間後，也許就能
修正偏見了。更棒的是，她期待這群外籍媽媽
們漸漸找回自信，開始會說：「將來我的孩子要
當外交官，一流經貿人才，所以現要多學幾種
語言，我可以教他講印尼語（越南語）……。」
夏曉鵑更欣然推薦大家今年年底帶著驚喜
2009 年參與 AMMORE 活動，拜訪韓國移民工中心
和祝福，欣賞今年三月成軍的南洋姐妹劇團首
度呈現的戲劇公演。「這齣戲從故事、劇本到演出，全部由姐妹們自己完成，
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呈現出來，至於演出內容，則是她們想對台灣說的話。」夏
曉鵑相信，只要給她們足夠的舞台，這群南洋姐妹還有無限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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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希望東元獎未來能獎勵致力於移民人權推動的新移民和移工朋
友，讓台灣社會聽見他們的心聲。

成就歷程

2009 年反財力證明遊行，結束後與南洋姊妹會成員合照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跨國的流動日益頻
繁；其中最引人關注的現象之一，便是第三世
界國家中較貧困的女性，藉著跨國婚姻而移居
較富裕的國家，企圖找到生命的出路。台灣在
1980 年代後期，便開始有愈來愈多來自東南
亞與中國大陸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至台灣。
這些跨國流離的女性，在台灣面對種種生活不
適應、社會的歧視，以及法令制度的不平等
對待。

早在民間社會與政府關注到這群婚姻移民女性之前，夏曉鵑便看見了這
群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外籍新娘」的孤立無援，並決心投入陪伴她們的工作，
於 1995 年創設全台灣第一個「外籍新娘識字班」，以認識中文為媒介，促使
新移民女性逐漸能自主發聲，並進而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成為積極
自主參與社會的公民。經過八年的紮根培力，「南洋台灣姊妹會」終於 2003 年
底正式成立，同年，夏曉鵑再結合了諸多關注移民議題的民間團體和專家學
者，組成了「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為移民人權而努力，成為台灣移民人
權重要的倡議者與推手。

具體貢獻事蹟
夏曉鵑十餘年來致力於培力新移民女性，透過南洋台灣姊妹會與移民／
住人權修法聯盟的創立與努力，持續地改造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處境，並推
動移民／工相關研究。
■

組織與培力：藉由中文、親職教育等實用性課程，運用活潑的工作坊方

式，創造自在互動的對話空間，激勵新移民女性分享彼此經驗，逐漸建立
自信，並培養互助合作的群體關係，進而更積極地投入公共事務。此外，
培訓姐妹們成為東南亞語言文化、多元文化教育的
講師，在全台各地分享她們的移民經驗，以及開設
課程教育台灣民眾她們的母國文化、語言與多元文
化的觀念。新移民女性一方面從「學習者」轉換為
「教學者」的過程中更增自信，而些微的演講費用
也能略為改善經濟狀況和家庭地位，同時姐妹們的
分享與演講，也改變台灣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刻板
印象和歧視，並為台灣注入多元文化的活泉。
2009 年受新加坡大學參與國際移民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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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立法院前抗議

■

社會教育： 為了扭轉社會對姊妹們的不友善態

度，除了掌握各種機會安排姊妹們參與座談、演
講、接受媒體訪問外，也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並
鼓勵姊妹們從事文字和繪畫創作。2005 年，夏
曉鵑將多年來新移民女性的文字和繪圖作品集
結成《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為全台灣第一本由
新移民女性集體創作的作品，使更多台灣民眾
「看」到新移民女性的心聲。

法令政策倡議：新移民女性面臨的議題，涉及許多法令政策，夏曉鵑與
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一方面倡議移民人權以促使政府改革不合理之政
策，同時也針對移民政策之最重要法源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進行修法工作，並分別於 2007 年 11 月，與 2009 年 6 月於立法
院三讀通過修法，顯著改善了新移民女性的處境。

■

國際連結： 移民／工現象為全球性的，移民／工組織的國際連結除有助
於對相關議題的深入瞭解外，更能促進移民／工人權的倡議。夏曉鵑協助
南洋台灣姊妹會、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以及聯盟的成員團體，與其
他國家和國際性的移民／工組織連結，並參與了兩個國際組織的創立：
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AMM ♀
RE）、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IMA）.

■

研究與論述： 為了讓台灣社會更瞭解移民／工議
題，夏曉鵑自 1994 年博士論文研究開始，持續不
斷地進行相關研究，並發表諸多中英文期刊論文，
其中有多篇被韓國和日本關注移民人權人士譯為韓
文和日文。夏曉鵑的主要學術論著包括，《流離尋
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騷動流
移》、《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

2007 年代表南洋台灣姊妹會參與全球第一個草根
移民聯盟（IMA）籌備會的成立大會

服務展望
持續推動台灣與國際社會對移民／工人權的重視，以文字、影像、戲
劇…等媒介，創造移民／工自主發聲的空間，進而改變移民／工法令與政
策，實踐多元與平等的理想。

2008 年與南洋台灣姊妹會幹部
共識營在台北辦公室幹部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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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ments
This award should belong to all comrades of the
TransAsia Sisters Association of Taiwan for their co-efforts
in the past period of more than a decade. We appreciate
that our efforts are recognized by the TECO Award. It lets
us mor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Dreams of Immigrant
Women, the Future of Taiwan.” What we want to thank

more is the enlightening brought to us by the tough lives of
these new immigrant sisters; their solid breath, sweat and
hands as rough as the bark of trees have make us see the history; we would like to
learn the braveness of these sisters and join them in writing history.

2007 年 9 月 30 日國際記者會聲援反財力證明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We sincerely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TECO Award can be given to
encourage new immigrants and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im/migrants, so that the entire Taiwan
society can hear their voice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s globalization intensiﬁes, cross-border movement becomes more frequent;
among them, one of the most astonishing phenomena is the movement of poorer
women from the third world country to the richer country through cross-border
marriage, in such a way, those women can ﬁnd outlet in their lives. In later 1980s
in Taiwa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emales immigrate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Mainland China through marriage into Taiwan. These marriage migrant women
have to face with all kinds of bad adaptation to daily lif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unfair treatment from the laws and system.
Long before the society and government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se marriage
migrant women, Hsiao-Chuan Hsia had seen the isolated situation of these “foreign
brides” that are neglected by the mainstream, and Hsiao-Chuan Hsia had decided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job of accompanying them.
In 1995, the ﬁrst “Chinese Literacy Class for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was founded, where the learning

2009 年 10 月參加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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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serves as the media through which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can gradually speak up for
themselves, further form an organization to strive
for their own rights, and become active citizens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eties. After eight years
of grassroots empowering, “TransAsia Sisters

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

Association, Taiwan” (TASAT) wasfinally founded at the end of year 2003. In

the same year, Hsiao-Chuan Hsia had further organized som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concerned about immigrant issues to form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for Immigrants and Migrants” (AHRLIM) to strive
further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Hsiao-Chuan Hsia is thus an important
advocate and promoter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in Taiwan.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siao-Chuan Hsi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ad devoted herself to the
empowerment of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Through the founding and efforts of
TASAT and AHRLIM, the situations of new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had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Hsiao-Chuan Hsia had also promoted im/migrant studies.
(1) Organizing and empowerment: Through practical
programs such as Chinese and parental education
as well through the use of active workshop method,
comfortable and interactive dialogue space is created

1995 年 7 月 30 日全國第一個【外籍新娘識字班】
開課典禮合照

to encourage new immigrant women to share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to
gradually build up their conﬁdence; meanwhile, these new immigrant women
develop collective relationship and gradually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public issues. In addition, these immigrant women are trained to become

lecturers of Southeast Asia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o that they can share their immigration experiences all over Taiwan
and offer courses to educate Taiwanese the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ideas of multiculturalism. These new immigrant
women can, on the one hand, become more conﬁd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learner” to the role of “teacher”, and few lecture fee can also
slightly improve thei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osition; in the mean time,
their sharing and lectures had also changed the stereotype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aiwan’s society, and Taiwan is nourished with more multiculturalism.

(2) Public educatio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hostile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these

sisters, in addition to seizing all kinds of opportunities to arrange immigrant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seminars and lectures

and to receive the interviews from media,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communities are
enhanced and the immigrant women are
encouraged to create writings and paintings.
In 2005, Hsiao-Chuan Hsia had combined

the writings and paintings from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into a book titled “Don’t
Call Me Foreign Bride”, which is a first

2009 年七月與南洋台灣姊妹會幹部參與在韓國舉辦的國際
婚姻移民女性權益與培力行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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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collectively accomplished by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and
through this work, more Taiwan’s people can “see” the voices from the new
immigrant women.

(3) Advocacy for laws and policies: New immigrant women face many problems

related to laws and policies. Hsiao-Chuan Hsia together with

AHRLIM have advocated reforms of,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Meanwhile, they have pushed

for amendmen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regarding the
immigration policy, namely, the Immigration Act and the
Statut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which were passed
培訓南洋姊妹成為東南亞文化講師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November 2007 and June 2009

respectively,. These amendments have signiﬁcantly improved the situations of
new immigrant women.

(4) International link: The phenomenon of Im/migrants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link of im/migrant organizations help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n related

issues, as well as further advocate the human right of im/migrants. Hsiao-Chuan
Hsia had helped TASAT, AHRLIM and its member organizations to get linked
with im/migrant organiz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with international network
meanwhile, s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ing of two international network,

namely, 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
(AMM ♀ R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 (IMA).

(5)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order to let Taiwan’s society understand the issues

regarding im/migrants, since the start of her dissertation in 1994, Hsiao-Chuan
Hsia had continuously conducted related researches and published many
Chinese and English articles in several journals, and
some of the papers are translated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 of immigrants in Korea
and Japan into Korean and Japanese. Some major
publications of Hsiao-Chuan Hsia include “Drifting

Ashore: the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under the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Unquiet Migration”
and “Transborder and Diaspora: Immigrants and

偕同南洋姐妹會成員與劉兆凱董事長於博士農場合影

Migrant Workers under Globalization”.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To continue the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im/migrants. Via various
media such as writings, ﬁlms and theaters, to create social space for im/migrants
to speak out and change laws and policies on im/migrants, and to fulﬁll the goals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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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綠色創意推動永續台灣 
2009 年夏季台灣不幸遭逢八八水災浩劫，近年來動
輒破百年記錄的雨量，凸顯全球暖化等因素導致的極端
氣候，讓人類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如何盡力做好節能減
碳、找出與地球共存的永續發展之道，是知識分子應該
主動挑負的責任。為鼓勵青年科學家以新鮮創意加入節
能減碳研究行列，2006 年設置的「東元科技創意競賽」今
年連續第二年以「Green Tech」為主題，期望藉由競賽激

發更多綠色科技的想像和創意，並積極建立「Green Tech」
技術交流平台，持續帶動各界對節能減碳的關注與實
踐、刺激產業投入更多研究及發展資源。

融合創意貼近生活的節能研究
去年開始設獎，28 個報名隊伍為本競賽紮下良好的基礎，今年參賽團隊更
加踴躍，46 個隊伍參賽選手共計 254 人，包含教授、大專學生及碩、博士生，讓
本競賽在綠色科技領域，成為青年學子腦力激盪最優質的競技平台之一。本人有
幸規劃及擔任本競賽的召集人，並感謝交通大學工學院陳俊勳院長、清華大學電
資學院徐爵民院長、工研院太陽光電中心藍崇文主任、工研院機械所童遷祥副所
長、成功大學的林大惠教授等五位專家接受我的邀請，擔綱評審委員的重任。初
賽嚴格篩選 15 個精良隊伍進入決賽，在一一確認入圍作品的操作性能後，經反覆

斟酌評選出的前三名，均是深具創意與貼近生活的作品。此次因參賽作品多達 46
件，參賽團隊多元的創意，以及逐年提昇的節能技術，讓評審團隊非常期待這些
作品都可以很快的成為社會大眾最愛用的省能產品。
另外，我們也深切期待未來可以看到更多在既有基礎上做些變化的創新產品
出現，像 MP3 和 iPhone 一樣。尤其是具「節能減碳」精神的研究團隊，若能研發
更多可以帶動節能及對地球永續產生效益的商品，將讓本獎的設置更感欣慰。

建設「科文共裕」社會的尖兵
本競賽感謝參賽隊伍的熱情參與和用心展現，在眾多隊伍中可以進入 15 強，
其實已是最高的榮耀。在這交流意義大過於競爭的平台上，期勉大家在「東元
Green Tech 家族」中互相砥礪，成為台灣發展綠色科技，建設「科文共裕」社會的
尖兵。
第四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 Green Tech 競賽召集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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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亞
軍

季
軍

得 獎 評 語

得獎人

追火族

聖約翰科技大學

Fire-Chasing Group

隊長：林士傑

以非常簡單卻極具創意的構想，調整瓦斯爐心的
高度，達到使用最佳火焰溫度加熱食物的效能。
此創新的設計與過去爐具的設計完全不同，不僅
可節約瓦斯燃料，且極具應用價值。

隊員：潘世傑
盧宥昇
章光信
楊凱戎

Very simple but innovative idea is used to adjust the height
of the core of gas oven so a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heating food with optimized flame temperature. This
innovative design is totally different than the past oven
design, that is, it not only saves gas and fuel but also can be
widely used in many different ﬁelds.

Eco-Spirit 趴趴走的空間精靈

成功大學

Eco-Spirit Highly Mobile Space Genie

隊長：陳柏維

結合太陽光電、感測器與致動元件創造節能的智
慧化居住空間，創造出人與建築更活化的互動，
實現綠建築科技與豐富人文可能性的內涵，改變
傳統建築固定呆板的觀念，是值得獎勵的節能智
慧建築創意。

隊員：張廉楷
潘晨安
陳鵬倫
賴漢文

It combines solar photovoltaic, sensor and actuating
element to create energy-saving and smart residential
space. Meanwhile, it also creates more a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architecture so as to realize green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and to enrich possible humanity
content. It changes the ﬁxed and stupid concept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it is energy-saving and smart architecture
innovation that deserves an award.

無螢光粉型高效能白光 LED 燈泡

雲林科技大學

Non-Fluoresecence Power Type High Efficiency White
Light LED Lamp

隊長：王柏翔

以創新的多色混光技術計算 LED 光源之排列組合
及其驅動控制電路，設計出無螢光粉型高效能白
光 LED 燈泡，能夠有效的提昇發光效率、經濟壽
命、演色性，可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隊員：柯 虢
林昭鳳
張博森

Innovative and multi-color mix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LED light
source and its driver control circuit so as to design nonfluorescence power type high efficiency white light LED
lamp. I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ight emitting efﬁciency,
lifetime and color-rendering property so as to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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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火族
Fire-Chasing Group

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系
St. John’s Universi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
•
•
•

林士傑 Shin-Jie Lin
潘世傑 Shin-Jie Pou
盧宥昇 You-Sheng Lu
章光信 Guang-Shin Chang
楊凱戎 Kai-Jung Yang
郭怡君 採訪整理

家家煮飯必備的瓦斯爐，也可以靠小創意促進廚房省能大革命！聖約
翰科技大學的隊長林士傑看媽媽煮飯時差點被竄出鍋底的大火燙到，便將改
善瓦斯爐設計作為研究專題，在團隊通力合作下，先確認火焰最高溫的位
置，再設計提供瓦斯爐心升降的平台，不管開大、小火，都可以藉由調整爐
心高度，讓火焰最高溫持續作用在鍋底，估計每次煮食可省下兩成到四成的
瓦斯。

內燄頂端最熱，調整爐心維持最佳效率
過去自然科學教科書都說，火焰分為焰
心、內焰和外焰，燃燒最充分的外燄是溫度
最高的地方，但聖約翰團隊的實驗卻發現，
外燄因跟大氣接觸最多而散失最多熱量，反
倒是受到外燄保護的內燄頂端，才是瓦斯爐
火焰分為焰心、內焰和外焰

火燄熱效率最佳之處。

然而傳統瓦斯爐的爐心採固定設計，開小火會由外焰燒鍋底，開大火則
會讓火焰跑到鍋底外面邊緣，底部接觸的是較低溫的焰心，學生靈機一動，

爐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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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在使用瓦斯罐的小單爐內，加裝用馬達驅動的升降平台，以簡易電瓶和
電線供應馬達電力，就成為全球第一台可手動調整爐心、時時維持燃燒最佳
熱效率的瓦斯爐。
林士傑說，隊員盧宥昇家裡剛好是開瓦斯行的，團隊作了幾個月的燒水
實驗、用掉十幾罐瓦斯，都要感謝盧家的免費贊助。升降平台的零件加工，
由哥哥在工廠工作、對操作機械比較熟悉的章光信負責。由於瓦斯爐內部空
間很小，又要避開火的影響，如何把團隊想加裝的東西用最安全的方法配置
在爐內，是楊凱戎的任務，潘世傑則擔綱所有文書企劃。

四處找材料，從壞掉的電動座椅拆馬達
一般瓦斯爐點火，是將鐵管或銅管輸送的瓦斯直接連到爐心，為把爐心
變成移動式，團隊得改裝耐熱管，一沒裝好就會從管端處噴火，林士傑心有
餘悸地說，幸好三次噴火事件都迅速關掉處理，沒有釀災。
「我們團隊全都是機械系的，對電路的東西很不熟，花了不少功夫研究。
為了將爐心的移動高度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需要『限位開關』，問了十幾家五
金行和材料行，最後從淡水
跑到三重才買到。至於調整
升降平台的開關，買到有六
個接頭的 6P 開關，試半天
才搞懂到底要怎麼接。」林
士傑回憶。
聖約翰也發揮物盡其用
的精神，從一張壞掉的電動

向評審委員解說作品特色

椅拆下還堪使用的馬達，不
過馬達軸心和升降平台的軸心無法相合，造成爐心上下移動時不夠穩固，且
章光信作的升降平台太大，裝進瓦斯爐後很難上升，兩大問題花了團隊很多
時間去微調，最後還是只有把馬達軸心切掉，並請章光信重做一個平台。林
士傑說，此次參賽看到別人作品都很強，本以為自家團隊只能當砲灰，榮獲
冠軍真是非常意外，此作品已在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希望未來能有廠商
跟他們接洽，讓創意省能瓦斯爐真正走進一般家庭的廚房。至於 40 萬的冠軍
獎金，已決定全部充作實驗室研究基金。
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陳金蓮說，該校在還沒升格改制前就很重視學生的
實作能力，學生要畢業前都得做專題，但很多科技競賽強調學術理論，對技
職體系出身的學生比較吃虧，這次學生能在東元 Green Tech 創意競賽拿下冠
軍，對全校是很大的鼓舞，將會找適當時機公開表揚得獎團隊，以激勵更多
後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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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簡介
一、研究團隊歷史
本團隊來自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系，本系向來強調學生專題實作能力，
提供遠距教學等多元的學習環境，無塵室、奈米機械性質實驗室、電子
顯微鏡實驗室、精密檢測實驗室等實驗室，孕育了學生豐沛創新研發
能量。

二、指導教授
羅玉林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博士
現職：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教授
專長：工程材料、半導體製程、磁控濺鍍、
表面處理

溫富亮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
（電子儀控組）博士
現職：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副教授
專長：超音波馬達及壓電致動器之設計與控制、脈
衝電漿技術整合與應用、LabVIEW 平台之應
用設計與控制、VLSI 與 MEMS 製程技術與
應用

研發歷程
瓦斯爐是每個家庭必備的廚房用具，想快速大量節省能源嗎？人們
的三餐溫飽，皆需要依靠炊具的搭配使用，所以瓦斯爐之使用，早已成為
一般家居生活中的必需品。而隨著科技之進步，瓦斯爐具的設計不斷推陳
出新，目前市面上各式各樣的瓦斯爐具均強調安全、省瓦斯，所以從爐頭
到出火口，都有著各式各樣的改良結構因應而生。燃燒的要件不外乎主
燃物及助燃物，目前瓦斯爐具所使用的能源為液態的燃氣，而助燃物則
為空氣中的氧，故瓦斯爐於使用的過程中，除了提供充足的燃氣外，若
能使空氣順暢的流動，相對的所供給的氧氣亦可充份的提供，亦即可使
燃氣燃燒時，得以完全燃燒，如此不僅可使烹飪的過程順利，亦可節省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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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用量因加熱熱量的需求而變，
炒菜或熬湯需要的火燄熱量就大不相
同。火燄的溫度以火燄上層的氧化燄
溫度最高，故爐架高度須讓鍋具的底部
置放於火燄溫度最高的氧化燄上，就能
充分的利用熱量且避免瓦斯的浪費，但
現今瓦斯爐的鍋底與爐心之距離是固定
的，無法調整，使火焰溫度最高的氧化
燄不一定直接作用於鍋底，導致熱源不
集中，造成加熱時間延長與能源浪費的

隊長介紹作品

情況發生。
本創作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智慧型節能瓦斯爐，其可有效調整鍋底
與爐心之最佳距離，集中火焰，以提升燃燒效率。因此如何在加熱過程中充
分有效利用熱能、節省燃料，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作品介紹
本作品名稱－追火族（智慧型節能瓦斯爐），主要是在瓦斯爐內部提供
一種減速升降機構，在瓦斯爐面板上設有火燄控制器，可控制該伺服馬達轉
動，且藉由渦桿、渦輪組轉動精密導螺桿，以達到調整瓦斯爐爐心高度之功
效。在使用瓦斯爐時，可自動調整爐心高度，控制鍋底與爐心在火燄中間之
最佳距離，以達到最大
的熱效率。當火焰調大
時，爐心自動下降；當
火焰調小時，爐心就自
動上升，以維持鍋底與
爐心在火燄中間之最佳
位置，如此可大量提高
熱效率，並可以達到節
能的目的。若是使用弧
面底鍋具時，可以切換

團隊成員合影

瓦斯爐面板上的自動與手動開關，切換至手動模式來調整爐心的最佳位置。
本作品具有獨創性，已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研究或創作展望
利用簡單的升降機構（直流馬達與減速機構配合升降平台），採用低成
本的方式來製作本作品。經測試，「智慧型節能瓦斯爐」每次使用約可省下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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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 的瓦斯使用量，不僅延長使用的壽命且讓能源更妥善的被運用，將
熱效能發揮到極致；且達到節約能源的效果，也為每個家庭或餐廳節省荷包
支出，多種好處集結於一台機器上，不但提供使用上的便利，更造福廣大的
人群。
本產品每年可為全球的人口節省五分之一以上的能源，如有廠商願意配
合研發及生產，開發出更安全更實用的智慧型節能瓦斯爐，勢必能夠為人類
的生活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得獎感言
在這邊很謝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競賽，很意外能夠得
到冠軍，希望我們的作品「追火族」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利用一個
簡單的構造與巧思，省下能源提高燃燒效率，減緩地球暖化的速度。
節能減碳愛地球不能只是個口號，我們必須付諸行動。希望能夠有廠
商與我們接洽，一起研發出具有最佳節能效率的瓦斯爐，以達到大家
的期許。

對「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的期望
透過東元科技創意競賽吸引大家一起來比賽，不僅激發出各種創
意巧思，更可以創作出更多元的作品。創意作品對全球人類的生活品
質有很大的提昇，為人們帶來更方便與健康的生活。希望東元能多舉
辦類似的競賽，一起來激發大家的創意；尤其是現今的社會當中節約
能源與使用綠色能源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觀念。大家一起來減緩
地球暖化的速度，也是現今全球所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

與評審委員召集人曲新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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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心下降

瓦斯爐作品完成

爐心上升
瓦斯爐的爐心是固定的無法調整

火燄最佳的熱效率位置

瓦斯爐的爐火過大造成火焰外伸 遭外出火焰燻黑的鍋子

鍋底與爐心之間的距離（爐心下降）

爐架下降

爐架上升

鍋底與爐心之間的距離（爐心上升）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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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pirit 趴趴走的空間精靈
Eco-Spirit Highly Mobile Space Genie

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
•
•
•

陳柏維
張廉楷
潘晨安
陳鵬倫
賴漢文

Bo-Wei Chen
Lien-Kai Chang
Chen-An Pan
Peng-Lun Chen
Han-Wen Lai
郭怡君 採訪整理

在減緩全球暖化的聲浪中，永續節能的綠建築成為人類居住活動空間的
新趨勢，讓環保住屋具備與人妥善互動的智慧，則是目前政府推動的科技發
展方向，成大團隊整合跨領域的成員集體構思，將模組化的表層機器人（空
間精靈）導入建築應用，讓原本死板板的牆壁宛如活了過來，不但會流動，
還會發光和呼吸。

空間精靈功能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隊長陳柏維指出，要讓空間精靈們能夠依照使用者的需求遊走於室內
外，首需內裝自行研發的驅動電路、壓電致動器、數位訊號處理電路。為了
增進建築物吸收太陽光的能力，每個空間精靈附有兩片太陽能光電板、充電
電池模組和光感測器，讓它可以隨著太陽的移動調整光電板傾轉的角度，也
就是永遠跟陽光保持垂直以得到最有效的儲能功率。此外，內裝「步進馬達」
可用來翻轉上蓋結構，以調節室內空間的採光和通風；當太陽西沈，將充飽
太陽能的空間精靈們召回室內，每個單元可提供 20 個 LED 燈發亮並持續照明
約兩小時，內裝的「紅外線人體偵測感測器」會在室內光度不夠、且同時偵測
到下方有人才開燈，達到省電功效。
「我們團隊先由建築所的潘
晨安提出智慧建築的整體情境與
綠色概念，再由機械工程所的張
廉楷、工程科學所的陳鵬倫和奈
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所的我，
將概念具體化和模組化。」陳柏
維透露，因為建築人概念天馬行
向評審介紹與說明作品訴求與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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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講出讓我們很頭痛的話」，團隊花了相當多時間作設計人才和工程人
才的磨合。
例如空間精靈的結構材料，建築同學一開始覺得用傳統建材的鋼鐵
就可以，但鋼鐵太重會讓它走不動也轉不動，工程同學就改用高分子材料
（PMMA），既輕又能快速成形，方便將來量產。又如建築同學強調空間精靈
要能導風，希望把電路板中間全部挖空、留下很薄的邊緣，也讓必須考量電
磁干擾問題、電路設計與佈局的工程同學傷透腦
筋，只有盡量把電路板做到最小，固定在空間精靈
模組的左右兩邊。

模組靈活，提高擴充性和應用性
陳柏維指出，建築同學也讓工程同學了解，
原來人類居住的空間可以作如此多元的變化，只要
妥善規劃導風系統的設計，就可以降低對空調的依

評審提問

賴。目前空間精靈已經裝上 LED 模組並完成節能照明機制，未來能加裝小
型風扇增加室內導風性。該團隊後年會在成大校園內展示由空間精靈組成的
「智慧化機器建築」，希望能做到完全不用空調。
「空間精靈是由單元模組所組成的群體，會流動是指讓這些精靈可兼顧
娛樂和美觀，用群體排列做圖形的變化。未來還可視使用者需求，整合洗窗
機、自動灑水系統甚至小型投影機。」陳柏維說，目前尚待克服的問題，包括
驅動電路不太穩定、充電速度不夠快等，團隊會繼續改善精益求精。

團隊簡介
一、研究團隊歷史
本團隊由蔡明祺教授、陳國聲教授、鄭泰昇副教授與姚武松博士帶
領，結合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所、機械工程所、工程科學所以及建築
所，希望藉由跨領域之整合能夠激發出更多的創意與成果。隊長陳柏維
負責空間動態模組之多載具定位、運動控制與無線感測技術。隊員潘晨
安設計整體智慧建築情境架構並且導入綠色
概念於生活空間。隊員張廉楷負責壓電致動
器之研發，以及致動器結合線性滑軌之分析
測試。隊員陳鵬倫與賴漢文負責驅動電路設
計、整合 DSP 相關元件與太陽能充電照明功
能。本作品從模組化致動器之研發導入，配
合無線驅動操控及感測系統之開發，建構模
組化之空間表層機器人，並導入綠色科技相
關題材，實現創新的綠色建築空間。

決賽評分前作最後調整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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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導教授
蔡明祺
學歷：英國牛津大學工程科學系（控制組）博士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特聘教授
專長：馬達設計與控制、伺服控制、機電整合、
DSP 控制應用

鄭泰昇
學歷：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建築博士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專長：智慧空間、互動設計、數位媒體、
電腦輔助設計

研發歷程
智慧化居住空間之建構與發展為目前政府推動之重大科技發展方向，推
動智慧化居住空間不僅可以提昇國人的生活品質，還可以促進通訊、資訊、
家電、建築產業的升級與附加價值。藉由結合生活之所需，創造新的服務應
用，並帶動軟硬體的開發，促成高科技產業與傳統元件異業結合。
「智慧化居住空間」包含「安全安心」、「健康照護」、「永續節能」、「便利
舒適」四大主題，著重於資通訊資料庫與建築產業的整合，及感測網路之建
立，事實上，將「感測器與致動器設計」導入智慧化居住空間，使空間具有感
應、彈性、與互動性，能因應天氣與居住者的行為，自動產生空間的變形，
由數百個空間機器人組合而成的智慧空間，將改變傳統上對於智慧化居住空
間的概念，對於跨領域的整合，創新前瞻性的概念，以及未來生活科技產業
的升級，將有莫大的助益。

作品介紹
本作品開創智慧化居住空間另
一波前瞻性創新的概念設計實驗，
將空間視為另一個巨大的機器人，
每一個空間體，由數百個微小的機
器人組合而成，為了落實機器建築
的實驗，本團隊聚焦於空間牆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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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單元實驗，將感測器與致動器結合到空間牆體的設計，研發不同的空間
精靈：
• 趴趴走的空間精靈－在空間自走的機器人
• 自走變形的空間精靈
• 太陽能充電的空間精靈
幾組趴趴走的空間機器人將組合成
一機器建築（Robotic Architecture），
具有：
• 動態的牆
• 流動的牆
• 會發光的牆

室外吸收太陽能

• 會呼吸的牆
室內空間的表層機器人可視為一動態載體，目前已經成功裝設 20 顆白光
LEDs 以供特定區域照明，日後可視情況整合小型風扇、小型投影機、自動灑
水系統與自動洗窗機。藉由控制 Wiimote 與 16 channels 的多工器能夠達到實
現表層機器人的運動控制，例如第一個指令是控制機器人移動至廚房調節氣
流狀況，第二個指令是移動至書房照明，第三個指令是移動至客廳投影於牆
壁上等等，甚至可以結合無線感測器網路來實現家電開關控制。

研究或創作展望
本團隊欲開創一個可主動回應、動態改變的智慧空間，我們把模組化的
「動態表層單元」，整合到建築空間中，並重新檢視建築構造、空間計畫等議
題，因此提出一套動態空間的使用情境方案。在這個情境提案中，使用者可
以藉著紅外線感測技術控制各個模組並掌握所在位置，一部分模組移動到空
間外緣陽光處，另一部分則分布在空間深處。位於空間外緣的模組可遮蔽日
照並吸收太陽能產生電力，藉著上蓋翻轉角度調節遮陽角度；位於空間深處
的模組則作為照明燈具，依照不同的使用需求彈性改變燈具配置。五位團隊
成員清楚地分工，不僅要完成各自
負責的部份，在技術整合時所遇到
的困難與挑戰更需要大家合力解
決。本團隊將空間動態表層模組
化，整合環境感測與壓電致動技
術，由 Wiimote 系統負責定位與運
動控制，使表層單元可以在空間中
來去自如，移動至戶外吸收太陽光
能，儲存於電池後回到室內特定區

與評審解釋說明作品特性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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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照明，並且需在光度不夠以及該區域有人員活動的兩種條件都成立的情況
下才利用 LED 照明。整體模組與各部元件由軌道嵌入銅線傳導市電以及太陽
光儲能裝置兩種方式來供電，以符合綠色建築與智慧化生活空間之目標。

得獎感言
感謝指導教授的督促與每一位團隊成員的付出，也感謝東元科技
文教基金會舉辦此種相當有意義的競賽，並推廣節能減碳的構想。

對「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的期望
由於國際環保意識的高漲以及綠色需求和消費觀念的興起，
當前世界上掀起一股「綠色浪潮」
，使得社會大眾對於企業環
境績效與社會責任的要求也逐漸提高，故企業不但
面臨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供應鏈、綠色生
產、綠色行銷、綠色物流、綠色價格、綠色處理等
強烈要求，同時國內環保團體的抗爭和法規的限
制、國際貿易制裁及京都議定書、RoHS、WEEE
以及 EUP 等環保公約也間接成為企業經營及競爭壓
力的來源。諸此透過政府的立法及公約，正逐步推
展綠色產品的實現。透過「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期望幫助學生從認識全球化綠色科技與社會發展面為起點，並以回顧
全球化社會展望為題，藉以了解全球經濟板塊挪移及分工角色的演變
下，臺灣企業核心的轉變趨勢與發展方向。其次，透過此競賽讓學生
了解企業如何在產品整個生命週期內重考量產品環境屬性，並將其作
為設計目標，並且不斷推動綠色製造技術，發展相關的綠
色材料、綠色能源和綠色設計資料庫、知識庫等基礎技
術，生產出保護環境、提高資源效率的綠色產品，期
望以靈活創意思維、激發創新特色為導向，以培養
具「創新思維」與「務實行動」並且具有國際環
保之綠色科技整合應用人才，以助於投入綠色
產業，為永續環境發展奠定根基，使國家得以
永續經營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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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結構圖

長程機構圖

建築上方鳥瞰圖

短程機構圖 1

建築側視圖

空間表層圖形變化

建築表層之空間精靈爆炸圖

群體空間精靈

短程機構圖 2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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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螢光粉型高效能白光 LED 燈泡
Non-Fluoresecence Power Type High Efficiency
White Light LED Lamp

雲林科技大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
•
•

王柏翔 Bo-Siang Wang
柯 虢 Guo Ke
林昭鳳 Jhao-Fong Lin
張博森 Bo-Sen Chang
郭怡君 採訪整理

LED（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是一種用半導體做成的固態發
光元件，比起傳統的鎢絲燈泡和日光燈，LED 燈具擁有更省電、更高發光效
能、更長壽命及環保等優點。但由於市場上的白光 LED 燈具，因使用螢光粉
所引發的光衰問題，造成 LED 至今仍無法取代傳統光源應用在通用照明領
域，也就成為雲科大團隊致力突破的目標。

擺脫螢光粉，加速白光 LED 照明應用
隊長王柏翔指出，坊間的白光 LED 燈具，係使用藍光 LED 外鋪一層螢光
粉，藉由螢光粉的激發產生白光，但這種方法製作的燈具連續使用三千個小
時左右，就會產生高達 30% 不等的光衰現象；此外，其演色性也不理想，籠
罩在此種燈具下的物體呈色，會跟真實顏色有段差距。加上螢光粉專利為國
外大廠所掌控，使它很難成為台灣普遍使用的生活照明。
要避開螢光粉專利的限制，用光的三原色「紅、藍、綠」重疊混合出白
光，就成為替代方案。然而，現有的混光技術成本太高，每三個 LED 才能產
生一個白光，且在無法完全重疊的邊緣，會形成不均勻的色塊，加上不同顏
色的 LED 所需的驅動電路不同，提高了設計的複雜性和散熱的困難度，讓量
產後的產品良率
偏低……這些缺
點，都讓混光型
白光 LED 燈目
前只能作為特殊
照明的情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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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翔說，為了克服上述困境，在許明華教授、林蘇宏博士與黃建盛教
授的指導下，四位同學組成的團隊耗費八、九個月，反覆討論修正，終於推
導撰寫出一套「混光排序規則演算法」，只要輸入包括消耗功率和配光曲線的
照明規格，這套演算法就可以推算出最佳的混光
排列方式，以多色 LED 組成符合該照明規格的白
光 LED 燈具。

排序規則演算法，混光排出更優質照明
以某知名廠商 23 瓦省電燈泡的照明規格為
例，用雲科大團隊研發的混光排序規則演算法來
推導，可得到 168 顆 LED 的排列組合，於是王柏

向評審委員介紹作品

翔和柯虢負責設計印刷電路板布局和光學模擬，
張博森、林昭鳳負責 LED 驅動電路設計，四人合作把演算法得到的結果具
體化，果然排列出一個照度充足、方便調光、演色性更優、壽命更長的白光
LED 燈具。
隊長王柏翔指出，與某知名廠商 23 瓦省電燈泡比較，雲科大的混光型

白光 LED 燈具耗電功率僅 10.53 瓦，在相同照度的條件下，省電量最高能達
60%，發光效率提高五倍；前者演色性約 80，後者大於 90；從光衰幅度推
算，雲科大的混光型白光 LED 燈具壽命超過三萬小時。

雲科大團隊強調這不僅是研究計畫，此研發成果正在申請中華民國專
利，且關鍵 LED 光源元件與白光照明模組均已標準化，乃是真正容易導入
量產製程的實用產品，希望未來能促進台灣自製高品質的 LED 通用照明環保
燈具。

團隊簡介
一、研究團隊歷史
本團隊來自雲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在許明華教授與林蘇宏老師共同
指導之下，推導出一個混光排序演算
法，大學部的王柏翔和柯虢負責設計
印刷電路板（PCB）、佈局和光學模
擬，張博森、林昭鳳負責電路設計，
並打破以往螢光粉技術，使用特殊混
光技術研發出「無螢光粉型高效能白

決賽當天展示操作

光 LED 燈泡」。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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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導教授
許明華 Ming-Hwa Sheu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現職：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特殊用途積體電路設計、低功率積體電路設
計、硬體描述語言設計與電路合成、系統設
計整合與量測

林蘇宏 Su-Hon Lin
學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現職：講師
專長：白光 LED 照明系統設計與應用產品開發、大
功率 LED 封裝與散熱設計、LED 驅動電路設
計、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研發歷程
照明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燈具的照明品質好壞與否更是會深度影
響生活氣氛與工作情緒，但市面上的傳統燈具真的可以提供人們良好的照明
品質嗎？總觀市面上所販售的傳統燈具，不但會散發出紅外線造成額外的熱
能，也會散發出紫外線對人體造成傷害。
因此市面上開始出現了 LED 白光，由於 LED 具有高色純度、指向性，以
及高壽命，更不會產生出紅外光以及紫外光，若取代傳統燈源，勢必可提升
整個照明品質。
但是在市面上卻很少看到 LED 拿來做通用照明，是因為目前 LED 白光技

術是以藍光 LED ＋黃色螢光粉去激發出白光，但是因為螢光粉光衰的問題，
使得 LED 的經濟壽命大大衰減，以及演色性低，所以無法達到通用照明所需
的高壽命、高照度、高演色性的標準，使得 LED 無法取代傳統燈源。
基於以上缺點，本團隊
研發出了混光排序演算法以
及使用特殊混光原理，創作
出「無螢光粉型高效能白光
LED 燈泡」，不但可以產生
出一個無色塊的白光更達到
了通用照明所需的高壽命、
高照度、高演色性的標準，
提升整個照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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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
有別於一般白光 LED 照明是使用點亮藍光 LED 激發螢光粉產生白光的專

利技術，首創特殊多色混光技術應用在一般照明領域的燈具設計。目前 RGB
混光技術僅能應用特定照明應用（例如情境照明、背光源模組）。本團隊以解
決混光照明技術多項缺點：高穩定性白光照明品質、高成本昂貴以及低製造
良率，以及未來產品量產化等目標來設計競賽作品，其作品特點簡介如下：
• LED 光源元件製作上不需要使用螢光粉，可以避免專利侵權
問題以及省下昂貴的螢光粉費用：
目前市面上的 LED 白光光源元件主要是使用藍光 LED 激發螢
光粉的技術，由於本作品製作上不需要使用螢光粉，不但可
以避免到專利侵權問題，也可以省下昂貴的螢光粉費用；
• 不需要特殊大面積的散熱模組：
本團隊所開發的混光技術徹底解決螢光粉光衰問題，LED 燈
具在高功率操作條件下，不需要特殊大面積的散熱模組，即

LED 檯燈

可達到一熱平衡之穩定光源輸出狀態；
• 超高照明演色性以及光色對比：
本團隊首創特殊多色混光技術，超越傳統的 RGB 混光技術，
演色性高達 95 以上，光源照射在物體上可以呈現出色對比高
且真實鮮艷的色彩；
• 不需任何被動元件與迴授補償電路：
本作品 LED 白光模組中只有 LED Lamp 光源元件，不需要任
何的被動元件（例如電阻）與亮度 / 色度迴授補償電路，即可以
維持長時間的高發光流明以及高穩定性照明品質的輸出；

LED 燈泡

• 不需要做二次光學設計：
本作品在閱讀檯燈的應用中，不需要額外做二次光學的設計，光型與照度
即可符合照明需求的規範，如此一來可以達到降低燈具製造成本以及有利
於開發小體積燈具的目的。

研究或創作展望
本作品使用著無螢光粉技術，不但解決了目前 LED 螢光粉光衰的問題，
也達到了通用照明所需的標準，在日後的發展下，我們歸納出以下三點：
• 建立 LED 光源元件與 LED 照明模組之光學系統模型，做為後續先進 LED 燈
具研發之光學分析研究：
透過光學軟體的輔助，可以減少整個研發時間。目前光學軟體對於混光光
學的模擬並沒有做完全的優化。因此未來目標將設定找出軟體模擬結果相
對於實際量測的誤差值，以增加研發的效率與準確性；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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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LED 燈具照明模組標準化設計，並以
符合室內照明規格之光型與等比例分佈為
目標：
運用本團隊所研發之 LED 多色混光技術，
開發製造各式不同照明規格之 LED 燈具
照明模組，全面取代市面上所有傳統室內
照明產品，並且符合一般室內照明的規範
需求；
• 相關專利技術合作，協助相關照明廠商未
來自主開發高品質 LED 燈具產品之能力：

參與競賽過程

完成相關領域之專利搜尋與分析後提出專利申請，在建立成本分析後，開
放與產業合作開發實際 LED 燈具產品之量產製程。

得獎感言
能夠在此高水平的競賽中獲得第三名的殊榮，對此除了感謝指導
教授不辭辛勞的付出與實驗室學長姐的努力外，更感謝東元科技文教
基金會提供這樣的一個競賽平台，讓來自不同學校不同研究方向的團
隊間互相切磋、交流。希望在未來能夠讓作品更能朝節能減碳的方向
前進，並具體實現，回饋社會。

對「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的期望
• 分組競賽；希望主辦單位可以對競賽的內容做一個競賽組別的分
類，像是把競賽內容分組為照明組、家電組、創意組、
太陽能組、節能效率組等等，以增加比賽的公平性與方
向性，才能比較的出各領域作品的優劣性與創新性，得
以吸引更多各領域的參賽者來競爭、比較競賽作品的技
術與創意。
• 補助方案；主辦單位可以對入圍組別，提供部份材料費的補助，例如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廠商或贊助的廠商能給予部
份的優惠，或針對電子零件材料給予補助經費，一方面可
以吸引更多的人參賽，另外也能夠減少學生的負擔。
• 增加獎項；目前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的獎項只有前三名，希望主辦單位
可以增加得獎的獎項與獎金，例如佳作獎、創新獎、技術
獎等獎座，吸引更多人來參加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由於各
個參賽者都花了大多的時間與金錢，來參予諸類的競賽，
頒發此類獎項也是在鼓勵沒得獎的參賽者能夠再接再勵，
提高參賽者再次參加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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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演色性比較（左圖為 LED 燈泡，右圖為螢光燈泡）

色溫色座標圖

冷白光 LED 燈泡演色性展示 暖白光 LED 燈泡演色性展示

配光曲線圖（左圖為 6500K，右圖為 2900K）

圖像演色性比較（左圖為 LED 燈泡，右圖為螢光燈）

PCB 雕刻

焊接測試

展示亮度（左冷白光，右暖白光）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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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 Green Tech >
競賽辦法
主

旨：藉由競賽平台的建立帶動節能減碳的科技創新發展以及各界的關注與行動。

參賽項目：創新性環境友善能源、綠色材料與高效率應用技術之創作，其作品可應用於家
庭、交通、醫護、都會 / 社區、產業界…等。
評分標準：創意 40%、技術內涵與可行性 30%、作品完整度 30%。
報名時間：五月一日起至七月一日止。
報名資格：一、凡中華民國國籍大專以上在學學生（採不分組競賽），不限性別、年齡、均
可組隊參加，惟每隊至多五人，每人限報名乙隊。
二、參賽隊伍於 7 月 15 日初審作業開始後，不得增加隊員。
三、曾參加過全國賽與國際賽之得獎作品，需提供本次參賽作品與得獎作品之
創新性說明。
四、已公開銷售之商品，不得參加本競賽。
初賽評審：98.07.15（三）前繳交作品企劃書及上傳相關附件，並將隊伍隊員資訊填寫完畢
始完成報名手續。
入圍名單：98.08.03（一）於網站公佈訊息，並以電話、e-Mail、正式函文通知各入圍隊伍。
決賽日期：98.08.29（六）假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舉行。決賽分為簡報及實作展示兩部分。
頒獎典禮：98.11.07（六）假台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舉行「第十六屆東元獎頒獎典禮」中頒獎，
並公開表揚。
競賽獎金：冠軍：全隊獎金新台幣四十萬元整及全隊獎座乙座、隊長及隊員獎牌各乙面。
亞軍：全隊獎金新台幣二十五萬元整全隊獎座乙座、隊長及隊員獎牌各乙面。
季軍：全隊獎金新台幣十五萬元整及全隊獎座乙座、隊長及隊員獎牌各乙面。
權利義務：本會對得獎人作品經得獎人同意後，得轉載於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出版相關
文集。
※冠、亞、季軍各選出乙隊，依照評審委員意見及作品水準，必要時得從缺。主辦相關單
位可於頒獎日起三個月內優先與獲獎隊伍就齊參賽成果議定技術合作內容，所需合作條
件則另行商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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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感動的影片

《緣

起》

「東元獎」以豐富人文藝術生活為宗旨
在設置人文類獎項之外
多年來在頒獎典禮中
以精緻之藝文活動欣賞貫穿「東元獎」的人文精神

第十二、十三屆黃春明老師編導的「精緻歌仔戲－恩情‧愛情」
第十四屆的「京劇美猴王」
第十五屆的「原住民兒童歌謠舞蹈」
都是近年來基金會
為台灣的 < 人文生活 > 與 < 人文教育 > 所提供的服務
「教育」是社會國家進步的根本
第十六屆東元獎頒獎典禮中特別以
印度的阿米爾罕自導自演拍攝的
【心中的小星星】
與您一同探討教師及家長教育現場
所經常面對的問題及困境
不僅可以促進教師積極的反思教育方針
更可以為家長提供感性理性兼具的家庭教育思維
十六歲的「東元」
謹以
一部可以讓教師及家長細細品味感動至極的好電影
實踐東元獎「科文共裕」的理想

《 電影簡介 》

當了多年的老師或是父母
我們真的懂得進入孩子的世界
與孩子一起用適合他們的思維與方法
陪著孩子追尋精彩各異的內心世界嗎？
小男孩在主題曲中悠悠的唱著：「有時候，爸爸把我盪到太高的天空…」緩
緩的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對孩子有太多的不理解，如果大人不懂得與孩子一起
追尋孩子們內心的世界，我們的孩子將很可能會陷在「被盪到太高的天空…」的
恐懼中、或是「你為什麼剛剛教過又都不會？」的責難聲中、或是「你怎麼這麼
笨？」的辱罵聲中…。其中閱讀障礙以及各種學習障礙的孩子尤甚。但是，童年
時期學習速度較為遲緩，或是學習成就較低弱的孩子，真的無法避免在質疑、
責難及否定中度日嗎？孩子「無法專注」的背後，到底是什麼意義？「我就這麼差
嗎 ?」、「我就這麼壞嗎 ?」…等否定性的自我質疑，成為孩子心中從未停止過的吶
喊！而這些質疑與壓力，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不經意的在發生中……。
「管理」首重於「目標」的達成，而「教育」首重於「過程」帶給孩子一生的影
響，但是身為父母或老師，最常忽略的往往就是「過程」中，透過「理解」與「方
法」的細膩之處，《心中的小星星》這部由印度新銳導演阿米爾罕所編導的電影，
正是細膩深刻的呈現教育現場所普遍存在的現象，無論其場景是在家裏還是教
室，都是您我極度熟悉的情境！能為您解開教育的困境之外，同時絕對能帶給
您最深刻的感動！

看完《心中的小星星》
如果您是老師，您將成為「因材施教」的實踐者！
如果您是家長，您將成為孩子「自信茁壯」的灌溉者！
如果您曾經是電影中任何一個角色
過去所有在此情境中的苦痛，自此將會幫助你逐漸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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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東元獎設置辦法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九日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五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第四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第五次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六次修訂

第一條：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
第一款設置東元獎（以下簡稱本獎），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獎為喚起社會提升科技創新之風氣，並促進人文生活之調適，獎勵在國內對
科技與人文發展有特殊貢獻之傑出人才，以創造前瞻且具有人文關懷之進步社會
為宗旨。
第三條：本獎分科技類及人文類：針對國內下列領域中具有具體之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
事蹟者予以獎勵。
一、科技類：
（一）、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二）、機械 / 材料 / 能源科技
（三）、化工 / 生物 / 醫工科技
※上列領域每年甄選乙名予以鼓勵
二、人文類：
（一）、藝術 （二）、文化 （三）、社會服務 （四）、其他
※上列領域每年由董事會決議乙類，遴選乙名予以獎勵
第四條：本獎每年頒贈之獎項及獎金金額由董事會決議後公佈，並公開徵求推薦及受理申
請（人文類獎項以主動遴選方式辦理，其遴選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本獎以具中華民國國籍，對臺灣社會具有具體之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者為獎勵
對象。
第六條：本獎除致贈獎金外，並致贈獎座乙座予以獎勵。決審成績如無法分出高下，每獎
項最多可由兩件候選人共得，獎金平分；如推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可由共同創
作人共同獲得，申請案件不限人數，或可由一人代表申請，決審結果並呈董事會
核定之。
第七條：本獎設評審委員會公開評審，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八條：本獎申請人由社會人士或團體推薦提名，亦可自行申請。在徵件結束經初審、
複審及決審後，由評審委員會將得獎人名單提請董事會核定。
第九條：本獎評審結果如無適當候選人時得從缺。
第十條：本獎於每年配合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廠慶活動擇期辦理頒獎典禮（國曆十至十一
月底）公開表揚。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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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人文類獎遴選辦法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初訂

第一條：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第四屆第四次董事會議決
議「東元科技獎」於第十一屆起更名為「東元獎」，下設「科技類」、「創意類」及
「人文類」等三類獎項，其中「人文類獎」並以遴選方式辦理，特成立遴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遴委會），負責「人文類獎」候選人之推舉及遴選。
第二條：本獎以「喚起社會提升人文關懷的精神及促進人文生活之調適」為目的，獎勵
對於國內人文發展有特殊成就及貢獻的傑出人士。
第三條：本遴委會設委員若干人，並設召集人一人，由東元獎評審委員會總召集人
聘任。整體遴選工作由召集人綜理之。總召集人、召集人、委員皆由本會董事
會每年一聘，為無給職，但酌發評審津貼及交通費。
第四條：本遴委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遴選委員，並就下列原則舉薦候選人：
（一）、在學術或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或貢獻，並且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有重要創作或著作，裨益社會，貢獻卓越者。
（三）、對文化發展、提升、學術交流或國際地位有重大貢獻者。
（四）、舉薦候選人時，需尊重當事人之意願。
第五條：本遴委會就下列方式舉薦候選人：
（一）、每位遴選委員就當屆人文類設獎領域推舉候選人一至五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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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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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表決結果連同相關資料，提請本會董事會核定。
第六條：本遴委會遴選會議由召集人召開，總召集人列席。
第七條：本遴委會開會時以委員過半數出席為法定人數，並以出席委員過半數為法定
之決議。
第八條：本遴委會掌握主動遴選的精神，在當年指定之人文類領域中，衡量候選人之成
就事蹟是否具有重大創作性，及對國家社會是否具有重要影響性為遴選原則。
第九條：本遴選作業於七月開始進行，遴委會必須於九月初以前審定得獎人推薦名單；
本會秘書處於七月初提供推薦書格式，裨利遴選作業進行。
第十條：本遴委會之文書工作，由本基金會秘書處處理。
第十一條：本遴選作業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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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屆東元獎 
申請及推薦作業說明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二、獎勵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籍，不限性別、年齡，在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機械 / 材料 / 能源科技、

化工 / 生物 / 醫工科技、人文《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等四大領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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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額：計四名
（一）、甄選（公開受理推薦或申請）
科技類：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領域乙名
機械 / 材料 / 能源科技領域乙名
化工 / 生物 / 醫工科技領域乙名
（二）、遴選（由評審委員會主動遴選，不受理推薦及申請）
人文類：社會服務－新住民服務乙名
四、獎勵：
（一）、每領域各頒發獎金新台幣陸拾萬元整。
（二）、獎座。
五、表揚方式：
（一）、預訂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七日假臺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舉辦頒獎典禮公開表揚。
（二）、受邀媒體採訪。
（三）、得獎人及其相關資料提供國內媒體發佈。
六、申請辦法：
（一）、申請時間：九十八年五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二）、受理申請領域：
1.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2. 機械 / 材料 / 能源科技
3. 化工 / 生物 / 醫工科技
（三）、申請方式：
1. 限受理線上申請，請逕上網站 http://www.tecofound.org.tw「東元獎申請專區」
登入「申請資料」。
2. 檢附「推薦書」以掛號郵寄「104 臺北市松江路 156-2 號 9 樓 財團法人東元科
技文教基金會第十六屆東元獎評審委員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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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推薦作業說明

（四）、「申請資料」內容包括：
1. 簡歷表

2. 從事研究或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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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薦注意事項：
1.「推薦書」格式請於本基金會網站下載，推薦書需由申請人服務單位推薦
證明，或經兩位推薦人聯名推薦。
2. 推薦人必須對申請人之傑出貢獻創作或成就事蹟具有具體之認識。
3. 就申請人對社會之影響及對國家之貢獻請以具體事實及資料加以說明（非
推斷或估計）。
4. 推薦人僅限於相關領域中之專業從業人員或團體。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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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獎項最多得由兩件候選人
共得，獎金平分；如薦案件屬共同創作者，必須由一人代表申請；決審結果並呈東
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董事會核定之。
八、權利義務：
本會對得獎人代表作經得獎人同意後得轉載於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出版之相關文集。
九、設獎類別分類說明：
類 別

科技類

領 域

內

容

電機 / 資訊 / 通訊

電力工程、半導體、電子元件、電子材料、自動
控制、顯示器、電腦軟硬體、通訊、網路技術及
應用、其他

機械 / 材料 / 能源

產業機械、動力機械、自動化系統、精密機械及
控制、精密量測、新興能源技術、潔淨能源技
術、微機電系統、複合材料、陶瓷材料、磁性材
料、金屬材料、生醫材料、其他

化工 / 生物 / 醫工

石化工程、高分子工程、化學材料、農業生物技
術及食品、醫藥生物技術、生物資訊、基因體技
術及醫療、醫療儀器、醫學工程、其他

人文類
社會服務
（主動遴選） 新住民服務

獎勵致力於臺灣新住民生活適應、社會融入、教
育學習、職業訓練，以及全民觀念倡導等社會服
務，其行動具有促進政府積極制訂因應政策，或
帶動各界關注新住民議題，並支持新住民與社會
良性互動，且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者。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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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評審委員名錄 
（第一～十六屆）

第一∼三屆
總召集人 李遠哲

第四∼八屆
總召集人 王松茂

第九∼十三屆
總召集人 翁政義

第十四∼十六屆
總召集人 史欽泰

井迎瑞

顧鈞豪

許源浴

郭瓊瑩

王汎森

周更生

許聞廉

楊國賜

王中元

周延鵬

郭瓊瑩

楊萬發

王明經

周昌弘

陳力俊

楊肇福

王維仁

果 芸

陳文村

楊濬中

王德威

林一鵬

陳文華

葛煥彰

王宏仁

林曼麗

陳杰良

漢寶德

白 瑾

林瑞明

陳垣崇

劉仲明

江安世

林寶樹

陳陵援

劉兆漢

伍焜玉

侯錦雄

陳朝光

劉克襄

曲新生

施顏祥

陳萬益

劉邦富

朱 炎

洪敏雄

陳義芝

劉群章

余範英

胡幼圃

陳龍吉

歐陽嶠暉

吳中立

胡錦標

陳鏡潭

蔡文祥

吳成文

孫得雄

陳金燕

蔡忠杓

吳妍華

徐立功

傅立成

蔡厚男

吳重雨

徐佳銘

喻肇青

蔡新源

吳靜雄

徐頌仁

曾永義

鄭瑞雨

呂正惠

徐爵民

曾志朗

鄧啟福

呂秀雄

翁通楹

曾俊元

蕭玉煌

呂學錦

馬水龍

曾憲雄

蕭美玲

李公哲

馬哲儒

程一麟

賴德和

李世光

張子文

費宗澄

錢善華

李家同

張俊彥

黃春明

薛保瑕

李祖添

張祖恩

黃昭淵

鍾乾癸

李雪津

張進福

黃得瑞

顏鴻森

李瑞騰

張苙雲

黃博治

魏耀揮

李鍾熙

張漢璧

黃惠良

羅仁權

沈世宏

莊國欽

黃碧端

蘇仲卿

谷家恒

許博文

黃興燦

－

一∼十六屆合計參與本獎評審之學者專家共計為 1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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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 
（第一～十六屆）

屆
別

第
一
屆

類 別

姓 名

現 在 任 職

得 獎 評 語

電機類

梁志堅 汽電共生協會
名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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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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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從缺） --機械類 （從缺） --資訊類

李家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工系 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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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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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屆

3. 在產業推動研發方面：李校長籌劃推動工業局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劃，並擔任該計劃技
術審查委員會主席，對推動產業研發不只資訊
類，還包括電機類、機械類等不遺餘力，經由
此計劃所推動之產業界研發成果具體，廣受重
視，新產品之件數已有 116 件，預估未來五年
產值約二千餘億元，對國內學術界及工業界之
貢獻相當傑出。
電機類
第
三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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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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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屆

第
四
屆

機械類

黃秉鈞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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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資通所
所長

林寶樹先生多年來帶領工研院電通所成功執行大
型科技專案計劃，在資訊、通訊網路及多媒體應
用有重大成就，對產業界形成正面貢獻，厚增台
灣電子資訊業之國際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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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吳重雨 國立交通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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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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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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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潘晴財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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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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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類

陳 興

電機類

孫實慶 唐威電子公司
總經理

第
五
屆

第
六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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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興開發科技（股） 陳興先生在白光 LED 及白光面光源之創新及應
公司
用，於能源節省及環境保護方面，極具實用性，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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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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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

機械類

陳朝光 國立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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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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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賴茂勝 台灣綠色希望中心
科技類
總經理
-環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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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喜樂 已故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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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屆

第
七
屆

郭東曜 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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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類

蘇炎坤 崑山科技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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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機械所
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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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光所工研院
資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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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白果能 中央研究院
科技類
生物醫學研究所
-環保科技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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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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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類 郭中端 中冶環境造形顧問
第
-景觀設計
（股）公司
七
代表
屆
電機類

羅仁權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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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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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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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
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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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陳力俊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科技類
副校長
-高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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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城 專業作家
-台灣小說 （舞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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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屆

第
九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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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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偉竣 彰化縣
（宋澤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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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墟台灣』『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和『熱帶魔界』等
具有社會觀察的深度與廣度；而其兼有寫實、魔
幻和本土小說特質的嘗試，也都頗有創意，值得
肯定，特給予表揚。

資訊
科技類

張真誠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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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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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

第
九
屆

生物
科技類

陳垣崇 中央研究院
生醫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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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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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碧瑟 國立陽明大學
-社會服務
公衛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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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資訊類

李祖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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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技術研究所
電光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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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能源類

陳 正

日紳精密機械（股） 致力於製造技術之研究與推廣近三十年，領導團
公司
隊投入產業機械與資訊電子業關鍵零組件開發，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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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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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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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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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主治醫師、
研究所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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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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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類 盧 炎
-音樂創作
第
十
屆

已故

楊聰賢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音樂系 教授

第
十
二
屆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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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 陳良基 國立台灣大學
資訊 /
電機系 教授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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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俊元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材料 /
工程學院 院長
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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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長
第
十
一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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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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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壽安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 /
化工系 教授
醫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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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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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慶麟 創世紀詩刊 發行人
-文學創作 （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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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 林一平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 /
資訊學院 院長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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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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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石麟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 /
副校長
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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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獎歷屆得獎人名錄

化工 / 黃登福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生物 /
食品科學系教授
醫工科技

蔡世峰 國家衛生研究院
分基組研究員
第
十
二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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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類 李如儀 衍生工程顧問有限 專業及規劃設計溝通能力卓越，具整合協調專
- 景觀類
公司
長，形塑臺灣城鄉環境之典範；並力行政府推動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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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
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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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 張仲儒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 /
電信工程學系 教授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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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系 教授

機械 / 陳發林 國立台灣大學
第
材料 /
應用力學所 教授
十
能源科技
三
屆

第
十
四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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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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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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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河木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生物 /
校務顧問
醫工科技
暨化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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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春明 黃大魚兒童劇團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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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 黃惠良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資訊 /
劍揚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科技
董事長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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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東權 工業技術研究院
材料 /
機械與系統研究所
能源科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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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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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許千樹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
生物/
教授
第 醫工科技
十
四
屆 人文類 阮義忠 攝影家出版社社長
-靜態視覺
台北藝術大學及
藝術
世新大學兼任教授

第
十
五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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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 許聞廉 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資訊 /
特聘研究員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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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振基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
材料 /
特聘教授
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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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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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江安世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
生物科技研究所
醫工科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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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昌杰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動態影像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藝術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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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 / 吳家麟 國立台灣大學
資訊 /
資訊工程學系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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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豐志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 /
應用化學系
能源科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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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化工/ 余淑美 中央研究院
十
生物/
分子生物研究所
六 醫工科技
特聘研究員
屆
人文類 阮文雄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社會服務
外籍牧靈中心神父
新住民服務
越南外勞配偶
辦公室主任
夏曉鵑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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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液晶高分子科技研發及應用，發表重要論文
及專利，為國際知名之光電材料專家，並移轉多
項技術至產業界，對台灣影像顯示產業之發展貢
獻卓著。

以創新基因工程科技改良水稻品種，廣為全球應
用。領導團隊建立大型之水稻突變種原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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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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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促進台灣建立公平正義的社
會，具有啟迪作用及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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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TECO 的字首T
作為傳達基金會精神理念的象徵
T字化做形態飄逸、俐落的大鳥
以領航員往東方飛行之氣勢
翱翔於地球之上，俯視著大地
翠綠色的地球，標註經緯線
刻劃人類文明的軌跡
大鳥飛翔，在藍天綠地間旋繞
宏觀透視地球的每個角度
簡單、俐落的圖像
傳達基金會「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向人類社會提供專業服務的核心價值
「大鳥」經藍天長久的渲染，已成滿滿的深藍

設計師
永企建築設計顧問公司 劉國泉建築師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由東元集團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社
會進步」為宗旨，於 1993 年發起設立。十六年來除了設置科技人文獎項、推廣
創造力教育、支持偏鄉教育外，也以策略聯盟的方式，連結國內基金會深化服
務內容及擴大服務範圍，積極以「教育方案」、「人文精神」及「創意思維」，倡議
「科文共裕」的社會發展觀念。

「東元獎」樹立科技人文典範
基金會成立之初即設立「東元科技獎」，
獎勵對台灣科技研發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同時
藉以激勵科技研發創新的風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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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六屆起增設人文類
獎，並在第十一屆更名為「東元獎」，同時採
主動遴選的方式，每年根據社會脈動及現況，
在眾人文領域中擇一設獎，對於長期在人文領
域默默耕耘、對社會影響深遠的社會標竿，給予最高的榮耀與肯定。十六年來
「東元獎」得獎人共八十人，嚴謹的評選、融入人文活動的頒獎典禮，以及常設
的得獎人聯誼會，懇切的傳達基金會支持科技人文發展的心意。

蓄積社會創新的能量
為培養科技高度競爭時代，以及人文社會所需的創意人才，本會以推動創
造力教育為策略，每年為十個以上的縣市、超過 2000 名以上的教師，舉辦「教
學創意體驗工作坊」；也為 2000 名以上的青少年提供創意體驗課程；希冀透過教
師教學職能的成長，全面的提升教學成效之外，並透過多元的學習活動，有效
的培育新世代的創意思維。十餘年來，持續不輟兢兢業業的為國內的創造力教
育，奠定紮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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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原民族群永續的「驚嘆號」
有鑑於偏遠部落學童升上國、高中後，常因
學業競爭力不足而失去了學習和生涯發展的信
心；本會以多元教育的理念和尊重珍惜原住民傳
統文化藝術的精神，整合近二十家 NPO 組織、
十餘家企業，數十名善心人士…等社會資源，以
支持經費及教育資源的方式，認養原住民兒童歌
謠、舞蹈、擊鼓、打擊樂、木雕、踢躂舞、柔
道、體育…等團隊，每年並舉辦融合城鄉交流活
動的「原住民兒童之夜」，不但發展協助部落孩
童建立自信的方案，也積極拓展青少年的學習視
野。本教育公益扶植方案，2009 年起召集三十家
以上的企業、NPO 組織及個人，攜手認養部落學
校達 26 所，扶植三十個傳統歌謠舞蹈體能技藝團
隊，認養學童達 2500 名以上，並以「驚嘆號－原民
族群永續教育計畫」為名，成為教育部教育公益扶
植團之一。

共築「科文共裕」的優質社會
21 世紀是公益精神蓬勃發展的新時代，也正
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士願意為建構優質的社會投注
心力，2009 年「東元」站在十六年的公益軌跡上，
積極促進社會以「科文共裕」為社會發展的願景，
並以「科文創新」、「教育支持」及「人文關懷」為三
大基石，透過觀念的倡導、有效的行動，實現科
技進步人文厚實的優質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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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結感情、促進健康的博士農場 
－專訪東元集團黃茂雄會長－

東元獎成為台灣科技與人文菁英的薈萃
寶庫，為了讓這些人才在得獎後，有持續交
流、互相砥礪的機會，2005 年 9 月我發起成
立「東元獎聯誼會」，每年辦理聯誼活動。
兩年前聯誼會在陽明山聚首時，有人建議聯
誼活動要能兼顧「健康、養身與休閒」，是否
能在台北就近找塊休閒農場，讓大家可以把
「親身耕種」當成一種「健身運動」，同時又能
收成有機蔬菜，吃得更健康。
為了起帶頭作用，我規劃將自己陽明山家後的坡地，整建闢成東
元獎得主專屬的菜園和花園，跟太太溝通一年多終於獲得首肯，在
2009 年聯誼會秋季活動舉辦前，自掏腰包四十萬元、花了兩個多月
整地，地方雖然不大，但仍足夠讓每個東元獎得主都擁有一畝小小的
田。因為大部分得主都沒有自己種過菜，為了提昇大家投入的興趣，
我請農業專家選擇短期收成的蔬菜，最快一個月、最慢三個月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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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往後大家每個月、甚至每個禮拜，都可以
攜家帶眷來巡自己的菜田。
這個「博士農場」不但可以種菜和種花，我
在冬季還會號召有興趣的東元獎得主一起來種櫻
樹，每棵樹下都會寫有名牌，以後他們就能帶著
孫子來看爺爺奶奶種的櫻花。藉由博士農場，除
了讓得主們體驗農趣、親近土地外，也希望讓東
元獎這個大家庭益加緊密聯繫與開枝散葉，成為
台灣生生不息的力量。

科技人文關懷在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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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獎獎座設計理念
黃兟發教授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核工系，取得台灣大學電
機碩士及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碩士後，成為美國密西根州註冊建築
師，曾經在東海大學建築系執教達 13 年，並創立工業設計系，
同時也在台中三采建設公司當建築顧問，他的興趣廣泛，智慧高
超，創作力很強，曾經設計過寶石、鑽飾、家具、建築…尤其在
設計及繪圖表現極具藝術學養。
我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獲六校競圖首獎，進
淡江建築研究所，曾在沈祖海、李祖原、宗邁、劉祥宏等各大建
築師事務所任職，並為三采建設、威林建設、皇翔建設、新光
建設、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及空間雜誌聘為建築顧問，個人熱愛設
計，也希望大家共同分享設計作品的愉悅。
黃教授與我共事多年，由於郭董事長青睞，有此榮幸執行卓越獎
盃的設計製造，我們思考一個簡潔、有力的構想，黃教授執筆繪出草
圖，請我務必完成這件有意義的獎盃。
一座堅固的磐石，象徵東元企業培養出無數優秀的人才，
一根不銹鋼探針，象徵這群團體努力不斷的研究與發展，
一顆挖洞的金屬球，象徵宇宙間無限的資源與未知。
要表現出這座獎盃的精神，石頭
作為基座、金屬作為球體，以方尖碑狀
的不銹鋼作為連結的探針，是不錯的選
擇 --- 在第九屆的頒獎會場上，閃爍著
史上最重、最有意義的獎盃，李遠哲院
長握著獎盃驚嘆「真重！」，建議不宜
當場直接『頒授』，希望得獎者帶回家
安置，作為『鎮宅之寶』。第十屆的獎盃，我們大量挖空了球體及盃
座，得以讓李院長在典禮上愉快頒授；考慮長期以手工製造少量的獎
盃，畢竟不符合工業設計的時代意義，所以我們以『製模灌漿』的方
法，製作第十一屆的獎盃，並達到完美的水準，今年是第十六屆頒獎
典禮，獎盃仍閃亮的出現在會場，增添得獎者的榮耀，也祝福『東元
科技文教基金會』的光芒照遍人間。
劉國泉寫於 2009 年 10 月

 司儀簡介 
瞿德淵，前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小校長、臺北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輔導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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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十五屆東元獎等重要頒獎典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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